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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季刊第七期在專題研究單元共有六篇文章，範圍涵蓋美國、我國、

中國大陸及歐洲專利實務之相關議題。 

王碩汶先生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斷誘使侵權標準之轉變」探討2011年美國
最高法院於Global-Tech案中對於誘使侵權判斷標準之見解，並提出建議，具有
時效性及實用價值。 

林昱礽先生的「以美國專利再審查平衡訴訟風險」提出面臨美國專利訴訟

風險時，被控侵權人或潛在被控侵權人應可將美國專利再審查程序視為重要的

反制手段之一。尤其是KSR案後專利再審查程序對於專利有效性的挑戰者顯得
很有吸引力，其似乎是一種較法院訴訟更快速、省花費且結果可預測性高的處

理方式。 

林育輝先生的「民事訴訟中專利無效判決之第三人效力——由智慧財產法
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22號判決談起」提出智慧財產法院於其99年度民專訴字第
122號判決中，認為原告於前訴訟中受到專利無效之判決後，再以同一系爭專利
對第三人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屬於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逕以判決駁回。此

種對系爭專利之「形式有效，實質無效」的認定巧妙地轉化了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專利無效判決對第三人的「個案效力」而產生實質的
「對世效力」。然而，如此轉化是否也實質地決定了專利權的有效性而對行政

權產生越俎代庖的效果？該文提出建議修法以解決此問題。 

葉雪美高級審查官的「探討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審查判斷之國際趨勢

（下）——以智財法院97年行專訴字第12號行政判決為例」延續上篇，將其長
期研究設計專利之投入，以智慧財產法院行政訴訟判決為引，詳細介紹國際上

有關設計專利創作性審查的各項標準與趨勢，並提出作者的看法。 

曾文港先生的「專利強制授權『關鍵設施理論』之應用——以中國大陸德
先訴索尼案為論證」分析中國大陸德先訴索尼案，發現法院無法依據中國大陸



「反壟斷法」援引足夠的判斷依據，提出如能以專利之關鍵設施理論來制約，

則恰可解決中國大陸「反壟斷法」所不及規範之處。 

何美瑩教授的「簡介2011年美國專利改革法」介紹最近美國發明法案
（America Invents Act, AIA）之重大變革，該法案於9月16日全面修訂，最大的
變革是將「先發明主義」改為與台灣制度相同的「先申請主義」。其他變革包

括引入新的複審程序，讓第三人可以更容易地對已核准之專利提出質疑；同

時，也擴大了以「先前商業實施（prior commercial use）」做為不侵權抗辯理由
的範圍；對合併訴訟做出更嚴格的規定；以及明白地將專利字號標示不實加以

除罪等。該文嘗試提出當該法案實施後國人申請美國專利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此外，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副秘書長張家瑜，撰寫「亞洲專利代

理人協會台灣總會40週年紀念茶會有感」之小品，使我們感受到紀念茶會中的
溫馨與喜慶氣氛，以及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引領我國智慧財產法律及

實務在國內外之發展所佔的地位。 

以上各篇文章均值吾人一讀，專利師季刊將持續提供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專

題研究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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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美國最高法院判斷誘使 
侵權標準之轉變 

王碩汶* 

壹、美國專利權利類型及其侵權態樣 

一、專利權利類型 

專利權授予了專利權人不同種類的權利，正如美國專利法第154條與第271條所

規範，如第154條所述略為：「每一件專利權應包含發明之簡要名稱並授予專利權

人、繼承專利權之人或受讓專利權之人專有排除他人於美國境內製造、使用、販

賣、販賣之要約或進口該專利物品進入美國，若該發明係為一製程方法，則可排除

他人於美國境內使用、販賣之要約或販賣，或進口該製程方法所製成之物品1。」且

第154條(d)項則規範在專利權人可證明履行通知義務2的條件下，於專利權公開後至

                                                        
* 毅嘉科技公司專利工程師。作者誠摯感謝專利師公會期刊編輯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指正意見，

與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葉雲卿博士惠予修正意見。 
1 See 35 U.S.C.§154(a)(1), “Every patent shall contain a short title of the invention and a grant to 

the patentee, his heirs or assign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the inven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 inven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ts made 
by that process, referring to the specification for the particulars thereof.” 

2 See 35 U.S.C.§154(d)(1)(B), “had actual notice of the published patent application and, in a case 
in which the right arising under this paragraph is based upon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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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證前，得請求合理權利金（reasonable royalty）3；以及，依據美國專利法第271條

(a)項所規範之：「在專利權有效期間內，任何未經許可而於美國所為之製造、使

用、販賣之要約、或販賣任何已取得專利權之發明，或進口任何已取得專利權之物

品者，為專利侵權4」。 

綜上所述，就專利基本的排他權利（rights of exclusive）而言，可以將專利權

人的權利類型歸納為：「製造、使用、販賣、販賣之要約與進口」等五種5，且所謂

專利權人的權利範圍（claim），其範圍應明確而能掌控於侵權時的檢測，在介於專

利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該發明或所請求之專利權範圍在形式上必須讓人理解與正

確的表達，始為公平6。 

二、專利權侵權態樣 

專利權人行使其權利時，應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請求之，其主張之類型應為直

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或間接侵權（indirect infringement），直接與間接這兩

者之間的差異在於專利權人所請求之對象不同。例如，基於直接侵權的理論，專利

                                                                                                                                                        
designating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published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had a trans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3 See 35 U.S.C.§154(d)(1), “In addition to other rights provided by this section, a patent shall 
include the right to obtain a reasonable royalty from any person who, during the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 such patent under section 122(b), or in the case of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iled under the treaty defined in section 351(a) designating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21(2)(a) of such treaty,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ending 
on the date the patent is issued.” 

4 See 35 U.S.C.§271(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makes, uses,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therefor, infringes the 
patent.” 

5 See DONALD S. CHISUM,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830 (3d ed. 2001), “…under§§ 154 and 271 a 
patentee has five basic rights of exclusive: (1)marking; (2)using; (3)selling; (4)offering for sell; and 
(5)importing.” 

6 Merrill v. Yeomans, 94 U.S. 568 (1876), “It seems to us that nothing can be more just and fair both 
to the patentee and to the public than that the former should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describe just 
what he has invented and for what he claims a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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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得向從事侵權行為（committing acts）之人請求損害賠償，而間接侵權則係基

於間接侵權理論，向任何非從事直接侵權行為但有輔助（ contribute）或誘使

（induce）7他人為直接侵權之行為8者請求之。以下，本文擬簡介前揭之直接侵權、

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與誘使侵權（induced infringement）行為規範

概觀。 

(一)直接侵權 

直接侵權之意涵長久以來被理解為「未經授權而使用一專利發明9」，該規範已

成文化於美國專利法第271條(a)項，其字義略為：「於專利權存續期間，未經許可

於美國境內製造、使用、銷售之要約或銷售任何取得專利之發明或將該專利物品由

外國進口至美國者，為侵害專利權10。」直接侵權行為的發生，係來自於文義侵權

（literal infringement）或基於均等論之侵權（infringement under D.O.E.），文義侵

權係指權利範圍的所有限制條件（limitation）被侵權物品所讀取（recited in）11，

或可描述為權利範圍讀取於被控侵權物品，而均等侵權則係當法院無法從權利範圍

                                                        
7 本文擬對原文的induce譯為誘使，雖然國內亦有譯為唆使或教唆，但就「唆」的字義上似乎

為一種當事人之間明白的意思表示，或許是以語言、文字或肢體動作來表達，但相較於本文

所採用的誘使而言，當事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型態的意思表示，而由法院依據客觀的事證推論

當事人有此表示；因此本文認為，就本文所探討的案例為限，當事人未曾表示他人進行專利

侵權行為，但當事人所採行的誘導途徑可推論致使期待專利侵權的結果。 
8 See CHISUM, supra note 5, “A patentee may enforce his patent rights by filing a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 in Federal district court. The causes of action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road categories: (1)directly infringement; and (2)indirectly infringe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is entirely a matter of who the patentee is able to sue.” 

9 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77 U.S. 476, 484 (1964), “Direct infringement 
has long been understood to require no more than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a patented invention.” 

10 See 35 U.S.C.§271(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makes, uses,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therefor, infringes the 
patent.” 

11 See Engel Industries, Inc. v. Lockformer Company, 96 F.3d 1398, 1405 (Fed. Cir. 1996), “Literal 
infringement of a claim exists when every limitation recited in the claim is found in the accused 
device, i.e., when the properly construed claim reads on the accused device exa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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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為文義侵權時，則可能認定該被控侵權物品係均等於專利權範圍。 

(二)誘使侵權 

依據專利法第271條(b)項規定的解釋而言，誘使侵權係一位誘使者（inducer）

引導他人而為侵權行為12，或者，誘使侵權亦得解釋為一位誘使者說服他人而為該

誘使者已知的侵權行為，這兩種的解讀皆有可能13。另外，實定法上的誘使侵權責

任則係基於普通法（common law）之發展：「當行為人知悉其行為將導引他人參與

非法行為，則該行為人應負擔非法行為之責任14」，而成為今日美國專利法第271條

(b)項所提供之對抗「積極地且知情地協助與唆使他人直接侵權15」的救濟途徑。 

(三)輔助侵權 

輔助侵權的概念啟蒙於普通法上之侵權行為（tort），其作用不僅懲罰侵權行

為人，亦同時包含任何協助或誘使侵權之人，此規範已受專利法所明定，例如藉由

供應適用於侵權產品之零組件，協助他人侵權者，為輔助侵權。 

在美國，首件輔助侵權案建構於Wallace v. Holmes案16。該案專利權人主張一具

有燈與燈罩之改良燈具，然而該燈罩係燈具運作時的必要元件，但該案被控侵權者

販賣一種不含燈罩之燈，客戶係從其他玻璃供應商獲取燈罩，基此，被告抗辯不構

成侵權，因為被控侵權物品欠缺了一個權利範圍的限制條件。此等理由未被法院所

採納，法院認為被告雖非製造一種「將來會與特定燈罩相為組合之燈」，但被告所

                                                        
12 See 35 U.S.C.§271(b), “Whoever 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13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et al. v. SEB S.A., No. 10-6, 563 U.S. (May 31, 2011). 
14 See National Presto Indus., Inc. v. The West Bend Co., 28 USPQ2d 1049, 1993 WL 151345 

(W.D.Wis.1993), “The statutory liability for inducement of infringement derives from the common 
law, wherein acts that the actor knows will lead to the commission of a wrong by another, place 
shared liability for the wrong on the actor.” 

15 See Water Technologies Corp. v. Calco, Ltd., 850 F.2d 660, 7 USPQ2d 1097 (Fed. Cir. 1988), “The 
patent statute provides that whoever 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35 U.S.C. Sec. 271(b) (1982). Thus, a person infringes by actively and knowingly aiding 
and abetting another’s direct infringement.” 

16 Wallace v. Holmes, 29 F. Cas. 74, 80 (C.C.D. Conn.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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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的燈將驅使其客戶去從事這樣的組合行為，而這將導致侵權的落實17。 

貳、美國專利於誘使侵權之發展歷程 

一、早期輔助侵權為一個總體概念 

美國國會在1952年制定專利法之前，現行法第271條(b)項的誘使侵權與第271條

(c)項的販售專利侵權物品之零組件皆包含於輔助侵權的總體概念（overarching 

concept）中18，並無現行美國專利法之區分19。故，誘使侵權早期係「基於輔助侵

權的原則，而成文化於實定法中20」。 

二、早期案例法對輔助侵權意圖的解釋亦不一致 

1952年前的案例法，在侵權意圖的要件上，規範不甚一致。例如經常被引用的

Thomson-Houston v. Ohio Brass Co.21一案，法官Taft所揭示：「若販賣者所販賣之零

                                                        
17 Id., “The defendants have not, perhaps, made an actual pre-arrangement with any particular person 

to supply the chimney to be added to the burner; but, every sale they make is a proposal to the 
purchaser to do this, and his purchase is a consent with the defendants that he will do it, or cause it 
to be done.” 

18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563 U.S. Opinion of the Court, at 5, “Before 1952, both the conduct 
now covered by§271(b) (induced infringement) and the conduct now addressed by§271(c) (sale 
of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invention) were viewed as falling within the overarching concept of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0pdf/10-6.pdf, and oral argument 
recording available at http://www.supremecourt.gov/media/audio/mp3files/10-6.mp3 (last visited 
June 6, 2011). 

19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563 U.S. 
20 See 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77 U.S. 476 (1964) (Aro II), “The section 

was designed to ‘codify in statutory from principles of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which had been 
‘part of our law for about 80 years.’ H.R.Rep. No. 1923 on H.R. 7794, 82d Cong., 2d Sess. at 9.” 

21 See Thomson-Houston Elec. Co. v. Ohio Brass Co., 80 F. 712, 721 (CA6 1897), “well settled that 
where one makes and sells one element of a combination covered by a patent with the inten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about its use in such a combination he is guilty of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6  

專利師︱第七期︱2011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組件，其意圖係使該零組件被使用於一個發明上，該使用將導致侵權者，則在侵權

要件上即已充分。」該案法官認為該行為人意圖製造與販賣專利物品之構成組件，

並意使該構成組件組裝成專利物品，則該行為人即應負輔助侵權責任；另一方面，

在最高法院1912年Henry v. A. B. Dick Co.22案，則廢棄Motion Picture23案的理由而另

為解釋：「若一被控輔助侵權者，已知悉某一專利權，卻違法製造專利物品，而意

圖與期待直接侵權行為人將使用該侵權物品，則該被告係為協助他人侵權使用24」。 

三、Aro II25案化解立法前後的解釋不一致 

雖然現行法第271條(b)項與1952年前案例法所使用的用詞不一致，甚至是意思

相互矛盾，但諸般解釋上的衝突已在該院的Aro II案獲得解決，隨後並將之成文

化。在Aro II案裡多數意見認為：「違反專利法第271條(c)項之人，必須知悉他的零

組件係特定的被設計成專利品，而此將侵權。」因此，該案之多數意見驅使專利法

第271條(c)項對知情之可責性等同於第271條(b)項26。 

四、Grokster案確立了檢測輔助侵權的適用標準 

近年來，最高法院在處理Grokster27案時，亦同時關注專利輔助侵權的部分，進

而提供了檢測輔助侵權所適用的標準綱要。因而使得適用於著作權輔助侵權的標

準，亦可解讀為1952年前案例法所採行的途徑。最高法院Grokster案所揭示之：

「原則上，輔助侵權責任的前提係當事人的意圖及其可責之表達與行為28」即成為

判斷輔助侵權時所適用的標準29。 

綜上所述，誘使侵權的概念在1952年前的案例法裡，並沒有與間接責任理論

                                                        
22 Henry v. A. B. Dick Co., 224 U.S. 1 (1912). 
23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 Co., 243 U.S. 502 (1917). 
24 Henry, 224 U.S. 1 (1912). 
25 Aro Mfg. Co., 377 U.S. 476 (1964) (Aro II). 
26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563 U.S. at 8-9, Opinion of the Court. 
27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 
28 Id. 
29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563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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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indirect liability）作區分，而是一種間接侵權底下的總體概念，甚至也

被實務操作成是證明輔助侵權的佐證，例如被視為是輔助與勸說他人直接侵權的佐

證。但是，當國會完成制定專利法第271條後，間接侵權才區分成現今的兩個種

類，一為第271條(b)項的誘使侵權，另一為與第271條(c)項專利物品的組件銷售30。 

參、近期最高法院對於判斷誘使侵權標準之轉變 
——以Global-tech案觀之 

一、本案事實背景（fact） 

本案原告被上訴人SEB公司發明了一種新創的油炸鍋並取得了美國專利權，於

是該公司開始於美國進行銷售，而Sunbeam公司要求本案被告上訴人Pentalpha公司

（香港家用產品製造商）與其子公司Global-tech提供油炸鍋給Sunbeam公司。上訴

人之母公司Pentalpha採購了SEB公司的油炸鍋，因該油炸鍋係SEB公司用於美國境

外銷售而無專利權標示（patent markings）的產品，藉此，上訴人仿製（copy）了該

鍋的所有特徵，並附加上自己的產品裝飾性的特徵。 

Pentalpha公司隨後即委任律師進行使用權利（right-to-use）的研究，但並無告

知該產品係直接仿製SEB公司的設計，該律師因為未能找到SEB公司的專利，致其

法律意見書（opinion letter）表示Pentalpha公司的油炸鍋並未侵害任何現存已知的專

利權，於是Pentalpha公司開始銷售該鍋予其客戶Sunbeam公司，使Sunbeam公司能以

自己的商標與售價販售於美國市場並與SEB公司互為競爭31。 

二、原告專利權與主張 

(一)原告專利權概觀 

本上訴案原告被上訴人SEB公司因受讓而擁有4,995,312美國專利權（以下簡稱

「’312專利權」）。該專利權係為一電子式油炸鍋，包含一具有一外圍之金屬的平

                                                        
30 Id. at 1, Syllabus. 
3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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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1)，與一電子式加熱器(2)得藉由電熱直接加熱於該外圍到150ºC以上，該平鍋(1)

由塑膠裙邊(3)所環設，其中，該裙邊(3)係全然的環設於該平鍋之側圍(1a)與底部

(1b)，並藉由一適當的寬度的氣體空間(4)而被隔離於該外圍與該底部而得阻隔該裙

邊(3)的溫度，其價值在於該塑膠材質的裙邊(3)得耐受熱阻抗，該裙邊(3)得藉由一

圓環 (5)而相隔離於該平鍋 (1)，其連接關係僅該裙邊之頂面 (3a)到該平鍋之頂面

(1c)，以及所附隨之後，該園環(5)為隔熱材質，持續的阻隔該平鍋(1)的頂面(1c)的

溫度32，如圖1所示。 
 

 
圖1  系爭專利示意圖 

                                                        
32 See claim 1 of U.S. Patent 4,995,312, “1. An electrical deep fryer comprising a metal pan (1) 

having a wall, and an electric heating resister (2) that heats said wall directly by conductive heating 
to a temperature higher than 150.degree. C., said pan (1) being surrounded by a plastic skirt (3), 
wherein said skirt (3) is of plastic material which does not continuously withstand a temperature of 
150.degree. C., said skirt (3) entirely surrounding the lateral wall (1a) and the base (1b) of the pan 
and being separated from said wall and said base by an air space (4) of sufficient width to limi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kirt (3) to a value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thermal resistance of the plastic 
material of the skirt (3), said skirt (3) being completely free with respect to the pan (1)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ring (5) which joins only the top edge (3a) of the skirt to the top edge (1c) of the pan 
and to which this latter is attached, said ring (5) being of heat-insulating material which is 
continuously resistant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op edge (1c) of the pan (1).” 



美國最高法院判斷誘使侵權標準之轉變 9 

專利師︱第七期︱2011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原告之主張 

本案原告專利權人SEB公司於1998年先向Sunbeam公司主張專利權受侵害，起

訴Sunbeam公司，後來雙方就此案達成和解。SEB公司隨後另基於兩個填補損害

（recovery）的理論基礎，再行起訴了Pentalpha公司。所主張之理由有二：第一，

SEB公司主張Pentalpha公司因銷售或要約銷售油炸鍋產品，直接侵害其’312專利

權，並違反專利法第271條(a)項；第二，SEB公司主張Pentalpha公司因積極的誘使

Sunbeam公司、Fingerhut公司與Montgomery Ward公司等，進行銷售或要約銷售

Pentalpha的產品而侵害其’312專利權，並違反了專利法第271條(b)項33。 

三、本案一、二審概況 

(一)地方法院審理階段 

本案原告被上訴人SEB公司首先起訴Sunbeam公司侵害其專利權，Sunbeam公司

通知其供應商Pentalpha發生了侵權訴訟，但Pentalpha公司仍持續銷售該油炸鍋給其

他家客戶，且任由其他客戶以自有品牌與售價銷售於美國市場。SEB公司在與

Sunbeam 公司和解之後，隨即起訴 Pentalpha 公司，並主張該公司因積極的

（actively）誘使Sunbeam公司與其他客戶銷售或要約銷售，而侵害SEB的專利權，

違反了美國專利法第271條(b)項之規定。 

本案被告主張專利法第271條(b)項的構成要件上，誘使侵權的責任係在於已知

風險應超越刻意忽視（deliberate indifference）為要件，並且，該誘使侵權的行為應

該是侵害已存在的專利權。簡言之，上訴人Pentalpha公司主張對該專利權需以事實

上知情為必要條件，若被控誘使侵權者對專利權的存在無所知情的話，則判斷誘使

侵權的要件上即無該當34。 

本案在地院審理後，陪審團採認原告專利權人SEB公司所主張的誘使侵權理

論，進行並作出對原告有利判決35。 

                                                        
33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563 U.S. 
34 Id. 
3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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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法院審理階段 

因本案被告不服地方法院做出對被告不利的判決，因而於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

起上訴。 

被告上訴人律師於言詞辯論時主張「誘使專利侵權，其內心意識的要件在標準

上應為該被控誘使者是否具有意向（purpose to）誘使第三人從事於該誘使者已知悉

之專利而為侵權。」該律師將此標準稱之為目的「可責性測試」（culpable test）。 

上訴法院對此案則揭示：「誘使侵權的要件（requires）係證明侵權行為人已知

或當知（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其行為將誘使事實上的侵權（ actual 

infringement），縱然本案在Sunbeam通知Pentalpha發生訴訟前，並無直接證據證明

Pentalpha公司於1998年4月前即已知SEB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權，但卻有充分證據

（adequate proof）證明Pentalpha公司刻意忽視（deliberately disregarded）36SEB專利

權的已知風險（known risk），且該忽視係為事實上的知情（actual knowledge）37。」

上訴法院充分的證據足以支持認定Pentalpha刻意忽視一個SEB公司取得專利保護的已

知風險，而如此的忽視，上訴法院認為那是「不同於事實上的知情，但卻屬事實上

知情的形式38」。因此，上訴法院維持地方法院原判。 

                                                        
36 本案最核心的爭點在於上訴法院所採用的「刻意忽視」標準，之所以如此翻譯係因作者認為

就字義的定性而言，刻意係意味當事人主觀判斷上有此意向或意圖，而忽視則略有疏忽而未

能重視之意，因此選用刻意忽視做為英文deliberately disregarded/indifference的中文表達，另

一個關鍵的名詞是willful blindness作者翻譯成惡意漠視，因為willful大多翻成故意或惡意，

而blindness本身雖然也有忽視的意思，但為了配合加重更高程度的willful而選擇用漠視來表

達；這兩個名詞相形之下，刻意忽視之可責性應較惡意漠視來得低，忽視有可能是因為疏忽

而未視，但漠視則係即將已視、幾乎已視但刻意不視。 
37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563 U.S. at 1-2, Syllabus. 
38 Id. at 3, Opinion of the Court, “Summarizing a recent en banc decision, the Federal Circuit stated 

that induced infringement under§271(b) requires a plaintiff to show that the alleged infringer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that his actions would induce actual infringements” and that this 
showing includes proof that the alleged infringer knew of the patent. Id. at 1376. Although the 
record contained no direct evidence that Pentalpha knew of SEB’s patent before April 1998, the 
court found adequate evidence to support a finding that “Pentalpha deliberately disregarded a 
known risk that SEB had a protective patent.” Id. at 1377. Such disregard, the court said, “is not 
different from actual knowledge, but is a form of actu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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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對此不服，續行上訴至最高法院。被告上訴人律師主張上訴法院適用於

Pentalpha的標準，即對於已知專利存在風險蓄意的忽視（deliberately indifferent），

乃適用法律錯誤。上訴法院適用「刻意忽視測試」（deliberate indifference test）而

非「惡意漠視測試」（Willful blindness test），因為惡意漠視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認

知其專利係已存在，而且，故意盡所能的避免得知真實等兩部分39。 

四、美國最高法院判決 

(一)釐清法條解釋的歧異 

依據美國專利法第271條之規定，知悉專利權存在係判斷誘使侵權與否的要件

之一，例如行為人是否知悉該誘使行為將構成專利權之侵害，但就271條(b)項的字

義「任何積極誘使他人進行專利侵權者，應該承擔侵權者的責任」，雖然這對於意

圖的責任甚為模糊，但該條文對誘使侵權之要件，也許僅需要一個唆使者

（inducer），引領他人從事於該唆使者已知的侵權行為已足矣。其次，專利法第

271條(b)項的用語在1952年前的判例法是受到衝突解釋（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

所影響，然而這個問題已在Aro II40一案中獲得了解決41。 

在1952年前的判例法，誘使侵權並非分離於間接侵權責任的理論，但卻被處理

成一種證明輔助侵權的佐證，猶如一方對於他人進行直接侵權的協助與唆使

（aiding and abetting）42。但是，當國會制定專利法第271條之後，已將間接侵權的

                                                        
39 Id., oral argument transcription, “The standard for the state of mind element for a claim for 

inducing patent infringement should be: Did the accused inducer have a purpose to induce a third 
party to engage in acts that the accused inducer knew infringed the patent? That’s what I’ll call the 
purposeful, culpable test. The Federal Circuit applied a standard of whether Pentalpha was 
deliberately indifferent to a known risk that a patent may exist. The Federal Circuit’s deliberate 
indifference test was not a willful blindness test. Willful blindness would have required both an 
awareness of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a patent would exist and a deliberate effort to avoid learning 
the truth.”, available at http://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argument_transcripts/10-
6.pdf (last visited June 7, 2011). 

40 377 U.S. 476 (1964) (Aro II). 
41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563 U.S. 
4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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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離成兩種，一為規範於第271條(b)項的誘使侵權，另一為規範於第271條(c)項

的專利物品的組件銷售，如Aro II案判決的多數意見所揭示：「凡違反第271條(c)項

者，必須為知情當其元件於結合時，將組成為專利品並且侵權（patented and 

infringement）之特定設計。」該判決雖已被成文化於專利法之中，卻也導致了第

271條(b)項與(c)項的「知情」有著相同的責任，當(b)項與(c)項的規範有共通的「知

情」作為要件時，兩者衍生了解釋上與抉擇上的窘境43。 

(二)肯定上訴法院所採行的刻意忽視標準 

1.關鍵的明顯證據勝於嚴格的惡意漠視理論 

最高法院認為，雖然對一個專利權存在的已知風險加以刻意的忽視，無法滿足

專利法第271條(b)項所謂「知情」的要件，不過，上訴法院判決仍須加以肯定。因

為基於刻意忽視理論之下，本案相關證據顯已充分支持Pentalpha公司知情的認定。

過去所採行的惡意漠視理論係源於刑事法，諸多刑事實定法要求原告證明被告積極

的知情與故意，因此，當法院在適用惡意漠視理論時，強烈建議其不應認定被告藉

此掩護他們自己，而需從關鍵事實的明顯證據（clear evidence）中逸離於實定法的

射程。因此，就該理論的解釋而言，應係被告具備事實上的知情，且行為與方式為

可責44。 

2.聯邦司法體系已適用此種類似惡意漠視的概念 

最高法院贊同此種相似於惡意漠視的概念，並推翻了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以來

的Supurr案45以及上訴法院充分信奉（embraced）的惡意漠視理論，因為該理論在歷

史悠久的過去已廣泛的適用於聯邦司法體系裡，若該理論不適用於本案第271條(b)

項的專利誘使侵權的民事訴訟案之中，顯無理由46。 

 

                                                        
43 Id. 
44 Id. 
45 Spurr v. United States, 174 U.S. 728, 735. 
46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at 2-3,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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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知情」之要件降低為高度可能性與刻意規避 

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法院對於刻意忽視理論係採略為不同的闡釋，卻也皆認同於

兩個基本的要件：第一，被告必須主觀上相信具有高度可能性（high probability）

的事實已存在；第二，被告必須採行刻意的行為去規避事實的得知（learning）。這

些要件賦予了刻意忽視一個適當的限制範圍，該範圍亦超越了重大過失

（recklessness）與輕過失（negligence）47。由此可知，對於誘使侵權的判斷要件

上，最高法院已將「知情」之要件降低為高度可能性與刻意規避。 

綜觀以上，最高法院認為相關證據的充分程度，已經可以支持陪審團認定

Pentalpha主觀上相信SEB的產品具有專利，此係具有高度可能性，以及Pentalpha主

觀上採行忽視的途徑去規避知悉該事實，並且，那是對Sunbeam銷售的侵權本質刻

意的自我漠視（blinded itself）48。 

五、Kennedy法官的不同意見書（dissenting opinion） 

本案Kennedy法官提出不同意見，其認為就本案而言，在解釋成文法證明其知

悉的要件上，最高法院認定已充分構成惡意漠視，實乃錯誤。惡意漠視並非知悉，

                                                        
47 Id. at 3, Syllabus, “Although the Courts of Appeals articulate the doctrine of willful blindness in 

slightly different ways, all agree on two basic requirements. First, the defendant must subjective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a fact exists. Second, the defendant must take deliberate 
actions to avoid learning of that fact. These requirements give willful blindness an appropriately 
limited scope that surpasses recklessness and negligence.” 

48 Id., “Although the Federal Circuit’s test departs from the proper willful blindness standard in 
important respects, the evidence when viewed in the light most favorable to the verdict for SEB 
was sufficient under the correct standard. Pentalpha believed that SEB’s fryer embodied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would be valuable in the U.S. market as evidenced by its decision to copy all but 
the fryer’s cosmetic features. Also revealing is Pentalpha’s decision to copy an overseas model of 
SEB’s fryer, aware that it would not bear U.S. patent markings. Even more telling is Pentalpha’s 
decision not to in-form its attorney that the product to be evaluated was simply a knockoff of SEB’s 
fryer. Taken together, the evidence was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a jury to find that Pentalpha 
subjectively believed there wa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SEB’s fryer was patented and took deliberate 
steps to avoid knowing that fact, and that it therefore willfully blinded itself to the infringing nature 
of Sunbeam’s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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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官不應藉由類推（analogy）的方式去擴張立法規範目的49。Kennedy法官提

議，因為最高法院不當定義本案所適用之法則，即使在其條件下，當一審時，知悉

的充分證據得以支持陪審團所認定之誘使時，最高法院應該發回上訴法院重新考

慮。最高法院援用惡意漠視而致使任何欠缺知悉之人亦違反第271條(b)項50。 

Kennedy法官認為最高法院於法定知悉要件上，在證明惡意漠視之替代所採的

兩個途徑皆無可令人信服，其理由包含如下二點。 

第一，最高法院藉由引證傳統解釋而令惡意漠視之被告皆因具有事實上知悉成

為可責，但道德問題是一大困難。必然的，若一位律師知悉行賄他人偽證之可責

性，遠不如該律師避免從當事人中得知者。那對刑事被告而言，就如同虛偽作證被

告其並非行為人。或許惡意漠視的可責性係依據行為人存有漠視作為理由，又或許

僅是行為人為其行為所關聯作為理由，這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亦為政策問題，應

移置管制單位。即便於刑事案中接受替代等同當責（blameworthy）的主觀心態而呈

現刑事法因果報應上的目的，但這些目的亦不具有專利法上支配的效力51。 

第二，就判決先例而言，早於1899年最高法院既已釋明惡意漠視的「相似概

念」，但本院不曾認定惡意漠視能取代成一種法定的知悉要件，例如Spurr52案裡並

無教示漠視能取代為知悉，以及Turner53或是Leary54案裡皆有符合正當程序的法定

知悉之推論。因此，實無必要於本案首創惡意漠視之援用。 

 

                                                        
49 See United States v. Jewell, 532 F.2d 697, 706 (CA9 1976), “When a statute specifically requires 

knowledge as an element of a crime, however, the substitution of some other state of mind cannot 
be justified even if the court deems that both are equally blameworthy.” 

50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at 1, Dissenting Opinion. 
51 Id. at 2-3. 
52 Spurr, 174 U.S. 728, 735, “evil design may be presumed if the [bank] officer purposefully keeps 

himself in ignorance of whether the drawer has money in the bank or not, or is grossly indifferent to 
his duty in respect to the ascertainment of that fact.” 

53 Turner v. United States, 396 U.S. 398 (1970). 
54 Leary v. United States, 395 U.S. 6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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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最高法院於Global-tech案對重大爭點的釐清 

一、事實上知情（actual knowledge） 

本案被告上訴人抗辯理由之一即主張事實上知情是專利法第271條(b)項的必要

要件，因此，最高法院重新檢視了第271條(b)項的字義內容。 

該院認為，雖然該條文並無提及意圖（intend），但推定（infer）至少些許的

意圖則是必須的。就韋氏字典所記載「誘使」的字義係為去引導（to lead on）；去

影響（to influence）；去勸導（to prevail on）；以及藉由勸說或勸導的展開行動

（move by persuasion or influence）等，另副詞「積極的」則係意味著（suggests）

誘使行為必須包含肯認途徑之採行（taking of affirmative steps）而得到所期待的結

果55。 

該院解釋，當一個人積極的誘使他人而採取某些行為時，該誘使者顯知該行為

是他所期待的。舉例來說，就猶如一位中古車的銷售業務員誘使其客戶買車，業務

員知道客戶買車是他所期待的結果，惟若換個說詞，該業務員誘使其客戶買了一輛

受損（damaged）的車呢？這是否代表說該業務員誘使其客戶購買了一輛已受損的

車輛，在事實上，該業務員或許不知情，或者，這個意思是否是該業務員明知該車

早已受損，但其誘使客戶購買受損車輛所為的陳述是含糊不清的（ambiguous）56。 

因此，該院認為，就專利法第271條(b)項而言，在論及一造的誘使侵權時，該

                                                        
55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at 4, Opinion of the Court, “Although the text of§271(b) makes no 

mention of intent, we infer that at least some intent is required. The term ‘induce’ means ‘to lead 
on; to influence; to prevail on; to move by persuasion or influence.’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269 (2d ed. 1945). The addition of the adverb ‘actively’ suggests that the inducement 
must involve the taking of affirmative steps to bring about the desired result.” 

56 Id., “When a person actively induces another to take some action, the inducer obviously knows the 
action that he or she wishes to bring about. If a used car salesman induces a customer to buy a car, 
the salesman knows that the desired result is the purchase of the car. But what if it is said that the 
salesman induced the customer to buy a damaged car? Does this mean merely that the salesman 
induced the customer to purchase a car that happened to be damaged, a fact of which the salesman 
may have been unaware? Or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salesman knew that the car was damaged? The 
statement that the salesman induced the customer to buy a damaged car is ambig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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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範也許僅僅要求誘使者引導他人而為總括侵權（amount to infringement）之行

為，例如製造、使用、販賣之要約、販賣或專利物品的進口。 

二、排除適用Grokster之標準 

雖然本案被告上訴人主張本案應與Grokster案之間具有關聯性，因為本案與該

案的誘使著作權侵權時，皆在處理意識層次（state of mind）要件的標準。在該案，

其責任的基礎係建構於被告知悉其將導致侵權行為，但輔助著作權侵權責任並非同

等於第271條(c)項，因為該案是非實質侵權使用Grokster公司的軟體，Grokster公司

之所以承認其責，乃係因被告具有一種可責的目的（culpable objective）、被告具有

一種可責的意圖（culpable purpose）或是陪審團認定被告意圖助長（encourage）侵

權行為57。 

最高法院雖然承認在Grokster一案中，過去曾經表示誘使侵權責任，其前提包

含了意圖、可責的表示與可責的行為，且本案被告Pentalpha亦抗辯最高法院過去在

審理Grokster案時，未曾接受Solicitor General建議Grokster與SteamCast應基於惡意漠

視理論而承擔誘使著作權侵權責任。但是在該案，最高法院根本不需去考慮惡意漠

視理論，因為該院已認定充分的證據證明Grokster與SteamCast公司已全然的自知

（aware）其要件在一般常情下，兩端檔案分享軟體使用於落實一種侵權的行為58，

該行為必然違反著作權人的權利。 

                                                        
57 Id. at 23, “In Grokster, the basis for liability was even though the defendant knew that there were 

going to be some infringements, it couldn’t be liable for contributory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 
equivalent of 271(c), because there was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 for the Grokster software. 
Grokster was – was allowed to be found liable because the defendants had a – a culpable 
objective – they had a culpable purpose, or at least a jury could so find, that they wanted to 
encourage infringements.” 

58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545 U.S. 913, “One who distributes a device with the object of 
promoting its use to infringe copyright, as shown by clear expression or other affirmative steps 
taken to foster infringement, going beyond mere distribution with knowledge of third-party action, 
is liable for the resulting acts of infringement by third parties using the device, regardless of the 
device’s lawful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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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分35 U.S.C.§271(b)項與(c)項不同之判斷標準 

本案被告上訴人主張，在判斷專利法第271條(b)項與(c)項的標準上，存有不同

程度的認定，係因(c)項處理非主要用品（nonstaples）元件的部分，但(b)項卻是處

理主要用品（staples）元件的部分，因為在商業上，任何一個販賣主要用品元件行

為之人，當他的行為無法構成(c)項的要件，卻知悉該主要用品元件組裝後將導致侵

權，則該行為人仍應承擔該條(b)項之規範。因此，可確定(b)項並無涵蓋到(c)項，

因為(b)項具有較高的意識層次，那是非常重要的原則59。 

最高法院認為，(b)項與(c)項雖然具有不同的判斷標準，但對於專利的知情而

言，那是一個行為人的行為所構成的侵權事實，雖然(b)項與(c)項皆有的不同標準，

兩者是不同的事物。或許第271條(b)項在用語上存在著模糊，因為該法條係規範

「知悉一組件將為特定製造或特定適用於侵權之使用」，那也許可以被解釋成一個

違反該項之人，必須知悉該組件係特定使用於專利產品，而這將致生專利侵權，或

者，該法條應被解讀成一種要件，增加了「知情」專利存在為必要的條件60。 

承上，就如同Aro II案裡用語模糊的問題，在該案判決的多數意見皆認定「知

情」該專利之存在為必要之條件，承審法官Black於意見書中已說明多數意見的觀點

基礎，亦認定該觀點基礎受到第271條(c)項所支持。雖然該法官的意見受到後來修

正法案所援用，但此同時，卻有四位法官不同意如此的解釋，因為不同意見認為：

「違反第271條(c)項者僅需知悉該組件係特別適用於一種將致使專利侵權之產品」

即已足矣，後來，這四位法官所採行的解釋已被第271條(c)項與1952年前的案例法

所支持61。 

最高法院最後認定基於第271條(b)項的誘使侵權，其要件係「知情其誘使行為

                                                        
59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at 20-21, “MR. DUNNEGAN: The reason that you shouldn’t take 

the standard from (c) is because (c) deals with nonstaples and (b) deals with staples. Someone can 
be liable under (b) if they – if they sell a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when they can’t be libel under 
(c), even if they meet – even if they meet the higher – even they meet the state of mind element 
under (c), which is knowing the patent and knowing that the combination would be an 
infringement. Therefore, to make sure that (b) does not swallow (c),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b) 
have a higher state of mind.” 

60 Id. at 8, Opinion of the Court. 
61 Id.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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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專利侵權」而有異於同條(c)項「應認定知悉相關專利為必要要件」，理由在

於：「基於第271條(b)項的誘使侵權而言，兩者是相同的知情，正如兩個規範在

1952年前皆具有共通的原意，使其理解輔助侵權，雖然兩規範之間皆產生了相同困

難的解釋抉擇，這將使得判定第271條(c)項時，應認定知情相關專利為必要條件，

但(b)項則不然62。」 

伍、結 論 

依據本案判決，本文認為有數點值得企業在規劃研發活動時，應加以注意與預

防的重點，包含避免落入構成知悉的泥淖、審慎處理侵權意見書、進行逆向工程時

應有的配套措施以及進行迴避設計後的進一步評估，以下對此說明之。 

一、企業應避免落入構成知悉的泥淖 

在本案判決裡，最大的爭點在於最高法院採行了上訴法院較低程度的刻意忽視

測試原則，有別於過往較高程度的惡意漠視測試原則。換言之，在判斷有無誘使侵

權的標準上，最高法院認同了較低標準。正如同本案事實上無法證明被告知悉該專

利存在，但法院從被告的種種行為認定被告依然構成第271條(b)項之要件，其所採

行的標準已不再是過去需要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知悉，間接的事證亦得可構成知情

要件的推論。 

從本案反觀企業研發活動，研發人員取得市場上所流通的目標商品而進行研

究、分析或測試等，此係為常見的研發活動之一，應無任何不當或違法之處。但企

業可進一步思考的是，若該目標商品係受專利所保護，且準備加以改良後於市場上

販售，則前揭「取得目標商品、研究、分析或測試」等過程應委由第三人進行，自

始至終不與該產品有任何實質接觸，或許能夠避免日後被認定構成知悉的要件。而

可行的方式例如是委託設計公司（design house）全程設計。 

再者，企業可考慮以專利潔淨室（clean room）的方式為之，其主要由兩組成

員所組成，兩組成員之間必須完全隔離，不得相互聯繫。第一組成員對目標產品進

                                                        
62 Id.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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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查與描述，並儘可能的將具體設計結構抽離成高度抽象概念性設計指導，再將

該設計指導交由一組毫無產品知識者進行描述，而第二組成員依據該指導描述著手

設計63，或許此舉似可脫離仿製（copy）的範圍。 

二、應審慎處理外部律師的侵權意見書（opinion of right-to-use） 

律師所出具的侵權意見書雖可證明企業善盡調查義務而推定排除於惡意侵權的

射程範圍之內，但本文認為，當事人在委任律師處理有關產品侵權認定上，所進行

專利檢索之前，應充分告知該律師已知的風險或資訊64，避免有意或無意錯誤的引

導而得到不客觀的結論意見。 

從本案判決觀之，最高法院似乎不採上訴人已履行專利稽核（patent due 

diligence）或委任律師進行專利檢索作為抗辯理由65，而使其免除於刻意忽視理論

的追訴。在言詞辯論階段，上訴人的受委任律師不斷陳述上訴人有委任專家進行專

利檢索，甚至改良產品，但最高法院始終認定上訴人刻意未告知該專家仿製他人產

品的事實，而導致該法律意見書完全失去應有且原有的法效性，而不為最高法院所

                                                        
63 See How is reverse engineering implemented legally, “Commonly, reverse engineering is 

performed using the clean-room or Chinese wall. Clean-room, reverse engineering is conducted in a 
sequential manner: (a)a team of engineers are sent to disassmble the product to investigate and 
describe what it does in as much detail as possible at a somewhat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b)description is given to another group who has no previous or current knowledge of the product; 
and (c)second party then builds product from the given description. This product might achieve the 
same end effect but will probaby have a different solution approach.”, http://ethics.csc.ncsu. 
edu/intellectual/reverse/study.php (last visited June 7, 2011). 

64 See Applied Medical Resources Corp. v. US Surgical Corp. No. 05-1149 (Fed. Cir. 1/24/06), 
“However, the first letter was simply ‘shipped off in the mail,’ the second letter did not address 
infringement of the claims of the ’553 patent and was limited to the issue of contempt, and the third 
letter arrived after U.S. Surgical began selling Versaport II. Based on this evidence, a jury could 
have reasonably concluded that U.S. Surgical paid little if any attention to the opinion letters.” 

65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at 5, “MR. DUNNEGAN: It didn’t do that, Your Honor. What it did 
was better. It hired a United States patent attorney to conduct a search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patent 
which was infringed. JUSTICE GINSBURG: But didn’t tell that patent attorney that they had 
reverse-engineered a particular product.”, http://www.supremecourt.gov/oral_arguments/argument_ 
transcripts/10-6.pdf (last visited June 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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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實乃十分可惜。 

另就委任律師立場而言，在進行專利檢索與出具法律意見書之前，似乎也應當

與當事人充分說明，該法律意見書可能會因為當事人沒有充分揭露已知事實，當事

人掩耳盜鈴的行為，將致使該意見書無法發揮應有的效力，但此皆為可以事前防止

發生的。就本案而言，當事人若一開始可以開宗明義的交代清楚前後事實原委，或

許法院可以採納這樣的抗辯理由。 

三、進行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時應有的配套措施 

逆向工程對於企業研發活動而言，係為合法66、正當且常見的行為，透過拆

解、還原工程、反譯編碼、材質分析或物理量測等不同手法，以利理解目標商品的

設計理念，進而再開發出更優良的商品。此雖對使用者與社會福祉將有所貢獻，但

關鍵在於理解他人商品設計理念之後，若僅是一比一的仿製該設計理念，在該目標

商品受任何智慧財產權法所保護的狀態下，仿製物品一旦上市，則必然遭受到權利

人主張其權利受到侵害，因果關係至為灼明。 

因此，逆向工程畢竟只是個過程、方法，而非目的，企業採行逆向工程必須搭

配後續研發程序，例如進行專利檢索或市場調查，全面且徹底去瞭解目標物是否受

到任何智慧財產權所保護？若有，則進行迴避設計或創新設計等研發專案開發，如

此才係逆向工程的價值所在。 

四、研發活動於迴避設計（design around）階段後的進一步評估 

企業進行迴避設計乃是針對已知的特定專利權，藉由該專利權利範圍（claim）

                                                        
66 See Kewanee Oil Co. v. Bicron Corp., 416 U.S. 470 (1974), “A trade secret law, however, does not 

offer protection against discovery by fair and honest means, such as by independent invention, 
accidental disclosure, or by so-called reverse engineering, that is by starting with the known 
product and working backward to divine the process which aided in its development or 
manufacture.”; see also Chicago Lock Co. v. Fanberg, 676 F.2d 400 (9th Cir. 1982), “A lock 
purchaser’s own reverse-engineering of his own lock, and subsequent publication of the serial 
number-key code correlation, is an example of the independent invention and reverse engineering 
expressly allowed by trade secret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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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義解釋，而理解並界定該專利權利範圍後，採取有效的設計方法讓其所開發的

產品經預先比對後不會落入該範圍內。其中，應注意該專利權人於申請過程中是否

曾為了克服核駁理由而拋棄或限縮任何權利範圍，若有，則該部分毋需進入迴避設

計階段。 

迴避設計的實施步驟，應先從特定專利權的獨立項（independent claim）開始，

評估該獨立項之所有構成元件（element）是否有被減略（omitted）的可能，若可減

略任何一項構成元件，則似乎已達成迴避設計的工程，若無法減略任何一項元件，

則思考以不同的元件或功能來置換（substitute）該專利的元件，但此舉需要後續進

行均等理論（doctrine of equivalent）的檢測，評估前揭的置換是否充分實質的

（sufficiently substantial）改變而脫離於均等理論的範圍所涵攝67。 

依本文所討論的Global-tech案而言，被告雖有針對特定產品進行逆向工程，其

改良的程度已超越原有的功能特徵，例如使用更好的材質等等，但仍被認定為侵權68。

因此，本文建議在完成迴避設計階段後，所得新的設計藍圖或實驗樣品（mockup 

sample），此時企業應將交由客觀第三方提供進一步確認，例如由外部律師比對特

                                                        
67 See Steven L. Nichols, Designing Around a Patent, chapter 6, (2002) “the practice of designing 

around a patent comes down to a review of each of the independent claims of the patent in a search 
for something that can be omitted. If something is identified that can be omitted, the claim can 
likely be designed around…If nothing can be omitted from a claim, it may still be possible to 
substitute in different elements or functions so that something recited in the claim can be changed 
in the proposed product or method. However, this form of designing around a patent will 
necessarily include an analysis under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to determine if the changes made 
are sufficiently ‘substantial’ that infringement cannot still be found under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http://nichols-ip.com/pdf/Chap%206%20_Designing%20Around_.pdf (last visited 
June 7, 2011). 

68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at 19-20, “JUSTICE GINSBURG: Before – before you pass that 
question, then why as in ’607 did they pick the SEB fryer to reverse-engineer? MR. DUNNEGAN: 
They reverse – they looked at all of them, Your Honor. They reverse-engineered all of them. If you 
look at – JUSTICE GINSBURG: And then they copied the design of the SEB. MR. DUNNEGAN: 
Actually, Your Honor, they improved it. There’s functional features that went beyond and were 
better than what were in the SEB product. For example, they used better metal to make the cast iron 
pan. They put the – JUSTICE GINSBURG: But there was a finding that it was an infringement, 
that the Pentalpha fryer infringed the 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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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利、特定公司專利或特定產品專利與該企業的設計之間，評估侵權風險，基於

完整且充分的資訊而出具侵權意見書，企業實不該為了動搖該意見書的意向，冒然

嘗試掩耳盜鈴之舉而誤入自我感覺良好的迷失之中，使得意見書失去原有客觀性、

公信力，也失去了該意見書在企業往後抗辯時的法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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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以美國專利再審查平衡 
訴訟風險 

林昱礽* 

壹、前 言 

台灣企業在走向國際、與世界貿易的過程裡，終究會面臨專利侵權訴訟的風

險，愈是成功的企業，曝露在訴訟風險的機會就愈大，訴訟之成本與損害賠償金額

通常又以美國專利訴訟為最。面對美國專利訴訟威脅時，企業的因應之道不外乎有

四：一、主張非侵權；二、迴避設計；三、主張專利無效；及四、尋求和解。主張

專利無效的管道有二，一是經由訴訟向聯邦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 DC）主張專

利無效，二是向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提出再審查。以往台灣企業主張專利無效的戰場通常是在聯邦地方法院，

再審查程序由於緩不濟急又前景不明，較少為企業所採用。然而此一狀況在二件事

發 生 後 有 所 改 變 ： 其 一 是 2005 年 USPTO 成 立 了 一 個 再 審 查 中 心 （ Central 

Reexamination Unit, CRU），專責處理再審查案，使得再審查成為更迅速可靠的專

利有效性審查手段；其二是200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於KSR v. 

Teleflex案中闡明顯而易知性（Obviousness）的判斷標準，使得USPTO對於專利是

否顯而易知有更寬鬆的審查空間。 

USPTO的再審查與地方法院的審理係相互平行之程序，當事人可依個案進度與

需求選擇戰場。由於再審查相較於訴訟在費用上遠為低廉（再審查費用估10-20萬美

                                                        
* 專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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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地方法院訴訟費用估200萬美元以上），且統計上對專利權人較為不利。因

此，面臨美國專利訴訟風險時，被控侵權人或潛在被控侵權人應將再審查視為一重

要的反制手段。 

貳、再審查簡介 

美國專利的再審查程序有二種：一是單方再審查（Ex Parte Reexamination）；

一是多方再審查（Inter Parte Reexamination）。單方再審查任何人均可申請，且可

匿名，總費用約1-2萬美元；多方再審查限專利權人及其關係人（Patentee Owner 

and Its Privies）以外之第三人申請，不可匿名，且審查標的限申請日為1999年11月

29日當日或之後的美國專利，總費用約5-20萬美元。二種再審查程序之要件整理如

下： 
表1  美國專利單方與多方再審查要件表 

 單方再審查
1 多方再審查

2 

申請資格 

任何人，可匿名，無特別限制 ‧限專利權人及其關係人以外之第

三人才可申請。申請人不可匿

名，需載明關係人 
‧該第三人及其關係人於目前的多

方再審查結束前，未經CRU主管

同意，不得就系爭專利提出另一

多方再審查 
‧該第三人及其關係人不得就先前

審定之多方再審查或審結之專利

訴訟中已提出或可得提出之資訊

再次申請多方再審查 

申請標的 
美國專利 申請日為1999年11月29日當日或之

後之美國專利 
可用之先前 
技術種類 

專利或公開文件 專利或公開文件 

                                                        
1 35 U.S.C. 301-307; 37 C.F.R. 1.501-1.570; MPEP 2200. 
2 35 U.S.C. 311-318; 37 C.F.R. 1.902-1.997; MPEP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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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方再審查 多方再審查 

再審查同意令 
核發要件 

至少一請求項存在一或多個可專利

性實質新問題 
至少一請求項存在一或多個可專利

性實質新問題 

相關案件 
通知義務 

專利權人須告知CRU系爭專利所涉

及之在先或同時進行的審查或訴訟

程序及其結果 

‧專利權人應告知CRU系爭專利所

涉及之在先或同時進行的審查或

訴訟程序及其結果 
‧任何人可告知CRU系爭專利所涉

及之在先或同時進行的審查或訴

訟程序及其結果，但告知內容不

得藉機討論當前之再審查案件 

參與限制 

再審查申請人僅能對再審查同意令

核發後2個月內專利權人所提交之陳

述書作回覆。但專利權人可選擇不

提交陳述書 

雙方均可全程參與。CRU需將一造

提出之文件提供予對造。再審查申

請人收到CRU所提供之專利權人針

對官方通知所作的答辯書影本後，

30天內可提出書面意見 

面談限制 
專利權人於第一次官方通知後可申請

面談 

不得面談 

請求項 
修改限制 

專利權人可修改或新增請求項，然

不可擴大既有專利範圍 
專利權人可修改或新增請求項，然

不可擴大既有專利範圍 

請願限制
3 

‧再審查拒絕令寄出日起1個月內，

再審查申請人可向CRU主管請願 
‧再審查同意令發出後，專利權人

可針對越權（Ultra Vires）事項

（例如所有可專利性實質新問題

先前已經過審查）提出請願。再

審查申請人收到請願書影本後2週
內可提出異議 

‧對審查委員之任何官方行為或要

求，其不可上訴至專利上訴暨衝突

復審委員會者，若無註明請願期

限，於通知發出後2個月內可請願

‧再審查拒絕令寄出日起1個月內，

再審查申請人可向CRU主管請願 
‧再審查同意令發出後，專利權人

可針對越權（Ultra Vires）事項

（例如所有可專利性實質新問題

先前已經過審查）提出請願。再

審查申請人收到請願書影本後2週
內可提出異議 

‧對審查委員之任何官方行為或要

求，其不可上訴至專利上訴暨衝突

復審委員會者，若無註明請願期

限，於通知發出後2個月內可請願 

                                                        
3 37 C.F.R. 1.181-1.183; 37 C.F.R. 1.515, 1.927; MPEP 1002, 2248, 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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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方再審查 多方再審查 

再審查同意令之

上訴限制
4 

‧對於2010年6月25日之前所核發之

再審查同意令，專利權人可針對

其中可專利性實質新問題是否存

在向專利上訴暨衝突復審委員會

提出上訴 
‧對於2010年6月25日當日或之後所

核發再審查同意令，專利權人必

須在審查過程中先以陳述書或針

對官方通知答辯的方式向審查委

員要求重新考慮可專利性實質新

問題是否存在，才能保留其上訴

至專利上訴暨衝突復審委員會的

權利 

最終且不可上訴 

再審查結果之 
上訴限制 

專利權人可上訴至專利上訴暨衝突

復審委員會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雙方均可上訴至專利上訴暨衝突復

審委員會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專利有效性訴訟

提出限制 

無限制 對於經由多方再審查確認有效之請

求項，該多方再審查申請人不得依

據先前審查過程中已提出或可得提

出之資訊來提起專利有效性訴訟 
申請費用 2,520美元 8,800美元 

* 可專利性實質新問題：SNQ（Substantial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 
** 專利上訴暨衝突復審委員會：BPAI（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單方再審查與多方再審查的主要差異在於申請人的參與程度。對單方再審查而

言，專利權人可於申請日起2個月內向CRU提交陳述書，除可說明可專利性之理

由，亦可修改請求項，而申請人於收到該份陳述書影本後2個月內可以提交意見，

這是申請人於單方再審查程序開始後唯一的說明機會，有些律師會因此建議專利權

人不要提交陳述書。倘單方再審查結果對專利權人不利，專利權人可以向BPAI及

CAFC提出上訴。若專利權人於審查過程中曾以陳述書或答辯書對SNQ存在向CRU

提出不同意見，亦可以此為個別上訴之基礎。至於申請人於單方再審查中是沒有任

                                                        
4 Federal Register/Vol. 75, No. 122/Friday, June 25, 2010/Notices, Docket No. PTO–P–20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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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上訴機會的。 

對多方再審查而言，申請人與專利權人有大致對等的參與機會。按規定，CRU

需將其中一造所提出之文件影本提供予對造，當申請人收到專利權人針對官方通知

所提出之答辯書的影本後，30天內可以提交書面意見。倘多方再審查結果對可專利

性不利，專利權人可向BPAI及CAFC上訴；反之，申請人也可向BPAI及CAFC上

訴。 

單方再審查與多方再審查的其他主要不同點還包括： 

一、多方再審查申請人不可匿名，且需載明關係人。單方再審查無此限制； 

二、多方再審查申請人及其關係人於當前的多方再審查結束前，未經CRU主管

同意，不得針對系爭專利提出另一多方再審查。單方再審查無此限制； 

三、多方再審查申請人及其關係人不得就先前審定之多方再審查或審結之專利

訴訟中已提出或可得提出之資訊再次申請多方再審查。單方再審查無此限

制； 

四、多方再審查不得申請面談。單方再審查於第一次官方通知後，專利權人可

申請面談；以及 

五、對於經由一多方再審查確認有效之請求項，該多方再審查之申請人不得依

據先前審查過程中已提出或可得提出之資訊來提起專利有效性訴訟。 

另外，可專利性實質新問題（SNQ）是每件再審查請求案的基礎，無論是單方

或多方再審查，都必須至少有一個請求項具有SNQ，才有繼續審查的機會。為了要

證明有SNQ，申請人需利用專利或公開文件來證明有一個新的、非累積（New and 

Non-cumulative）的先前技術存在，該先前技術必須是在系爭專利的專利申請過程

中未曾被考慮過的，以及在先前的再審查過程中未曾被提出來的。在此需留意的

是，其他專利有效性問題例如申請前已公開銷售或公開使用等均無法作為再審查的

依據，即便該些問題在訴訟審理時是納入考量的。 

參、再審查目的 

對於被控侵權人或潛在被控侵權人而言，再審查的目的可以歸納如下：一、增

加與專利權人之談判籌碼；二、據以請求地方法院暫停訴訟（Stay of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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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為非蓄意侵權（Non-Willful Infringement）的依據；四、作為主張專利權人

行為不正（Inequitable Conduct）的依據；以及五、作為訴訟結果不利時之保險。分

述如下： 

一、增加與專利權人之談判籌碼 

在訴訟風險明顯且不可忽視的前提下，一份準備完整的再審查請求書，在提交

至USPTO之前，適時適度地讓專利權人知悉內容，可以增加專利權人的協商壓力，

進而為自己增加談判籌碼。即使最後沒有向USPTO申請再審查，為此所作之準備也

可以用在當前或將來的專利無效訴訟中，努力並不會白費。在此需注意的是，一旦

向USPTO提交再審查請求，無論是單方或多方再審查均無法撤回。因此，若首要目

的是授權談判，那麼申請人於提交再審查請求前，即應透露給專利權人知道以促進

協商。另外，如果多方再審查已開啟，即便申請人與專利權人達成和解，USPTO也

不會因此撤銷申請人的參與資格，倘若和解協議限制申請人繼續參與再審查，申請

人可以主動放棄後續參與的資格，而當申請人退出後，多方再審查程序實質上會變

成單方再審查程序，其餘利害關係人並不能藉此取代申請人參與再審查。 

二、據以請求地方法院暫停訴訟 

當系爭專利同時繫屬於USPTO之再審查及地方法院之訴訟程序時，當事人可以

請求地方法院暫停訴訟，藉以節省訴訟成本或增加對方協商壓力。法院在考量是否

暫停訴訟時，通常最在意後續再審查期間還要多久。由於後續再審查期間可能從數

個月到數年，因此想要說服法院暫停訴訟，一定要提出合理可信的再審查期間表，

大部分法院至少要看到CRU發出第一次官方通知才會考慮是否暫停訴訟。 

三、作為非蓄意侵權的依據 

由於再審查同意令的核發意味著USPTO同意系爭專利具有可專利性實質新問題

（SNQ），被控侵權人可以據以爭執他是在相信系爭專利是無效的前提下才實施該

專利，再加上CAFC於In re Segate一案中提高蓄意侵權的判斷標準，因此，再審查

同意令可能成為反駁蓄意侵權指控的利器。不過目前地方法院係將再審查同意令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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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蓄意侵權之眾多考量因素中的一項因素，來據以衡量是否合乎In re Segate案所建

立之標準。另外，系爭請求項修改與否也可能影響蓄意侵權的判斷，舉例而言，若

系爭請求項於審查過程中未被USPTO核駁或者於審定後仍能保持不變，則法院有可

能會降低再審查對於蓄意侵權的影響比重，反之則可能有利於非蓄意侵權的主張。 

四、作為主張專利權人行為不正的依據 

由於專利申請過程中，專利申請人與參與申請之關係人有義務向USPTO揭露與

可專利性有關之資訊，否則可能會構成不正行為，使得專利無效。因此，倘若被控

侵權人可以證明專利申請人有專利申請當時應揭露而未揭露之先前技術（例如其他

國家對同一發明之專利申請所下達之核駁中所使用的引證案），並據以讓USPTO開

啟再審查程序，即有較高的勝算向法院主張專利申請人有不正行為，系爭專利應屬

無效。需注意的是，依據2011年CAFC之判例5，不正行為是否成立需同時衡量先前

技術的客觀相關度與專利權人的主觀欺騙意圖（亦即專利權人是否刻意欺瞞

USPTO），且客觀相關度與主觀欺騙意圖為兩獨立要件，亦即不得僅因該先前技術

與系爭專利是高度相關的，即據以推定專利權人具有明顯的主觀欺騙意圖。 

五、作為訴訟結果不利時之保險 

USPTO與地方法院不相隸屬，因此，除非是認定請求項無效之最終且不可上訴

（或上訴程序終了）的決定，否則互不受對方審查／審理結果所拘束，而兩邊的上

訴法庭都是CAFC，換言之，如果兩邊決定不同，最終的裁判是CAFC。一般而言，

相較於地方法院法官或陪審團，USPTO擁有較多的專利審查專業與經驗，尤其當系

爭專利內容相形複雜時，USPTO的專業與對可專利性標準的熟悉程度較能確保一個

落在可預期範圍內的審查結果，因此萬一訴訟結果不如預期時，被控侵權人仍可期

待一個相對正面的再審查結果。再者，USPTO與地方法院建構請求項範圍（Claim 

Construction）的標準相當不同。再審查程序中，請求項範圍之建構係基於他的最大

合理解釋；地方法院專利訴訟中，請求項範圍之建構則是法官聽取雙方意見後所作

出的「正確」解釋，其範圍通常會小於USPTO所採的最大合理解釋之範圍。換言

                                                        
5 Therasense, Inc. v. Becton, Dickinson & Co. (CAFC 2011) (en b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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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USPTO的請求項解釋方式會使系爭專利曝露在較多先前技術的風險中，這給予

再審查申請人較大的空間去挑戰專利的有效性。 

肆、再審查申請策略 

單方再審查與多方再審查有各自的審查流程，申請人可視個案需求分別申請單

方及／或多方再審查。如前所述，單方再審查的主要申請規範包括：一、任何人均

可申請；二、申請人可匿名；三、可申請多次；以及四、申請後申請人即脫離審查

程序（唯一參與機會是針對專利權人於申請日起二個月內向CRU提交之陳述書作回

覆）。多方再審查的主要申請規範包括：一、限專利權人及其關係人以外之人申

請；二、申請人不可匿名且需揭露關係人；三、申請人及其關係人於當前的多方再

審查結束前，未經CRU主管同意，不得針對系爭專利提出另一多方再審查；四、申

請人及其關係人就先前多方再審查過程中已提出或可得提出之可專利性資訊，不得

據以再次提出多方再審查；以及五、申請後申請人仍能繼續參與審查程序。無論是

單方或多方再審查，再審查內容原則上均會公開。 

由於單方再審查不限制同一申請人申請多次，部分申請人會策略性地提出多次

單方再審查，這麼做的好處包括：一、於首次再審查的準備工作中，只需針對少數

請求項之SNQ來準備，其餘請求項之SNQ可留待後續申請之單方再審查中主張，如

此即可縮短首次再審查的準備時間；二、儘管單方再審查給予申請人之參與空間非

常有限，但申請人可以根據在先之單方再審查的公開內容（包括官方通知與專利權

人之回覆意見）來準備在後之單方再審查，以達到類似多方再審查的效果。有專利

權人認為多次提出單方再審查是一種騷擾及蓄意延宕審查之行為，且使申請人不公

平地享受到類似多方再審查的好處但規避掉其限制。USPTO目前係透過SNQ必須是

新的且非累積性的要求，來有限度地防止申請人針對同一專利大量申請單方再審

查。此外，USPTO之專利法律行政辦公室（Office of Patent Legal Administration, 

OPLA）也可將多個單方再審查予以併案處理，甚至專利權人也可以針對併案與否

之決定以及騷擾行為向OPLA提出請願，基於USPTO擁有完整之權限來決定是否併

案，應可解決相關問題。 

另有一種作法是：再審查申請人先申請單方再審查，之後再申請多方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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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申請人可以加快首次再審查準備工作（僅針對少數請求項來申請單方再

審查），以取得較早之申請日來強化向法院要求暫停訴訟的正當性。類似地，

USPTO也可將單方與多方再審查予以併案。 

伍、再審查潛在風險 

由於USPTO之再審查程序與地方法院之訴訟程序是相獨立的，申請人（即被控

侵權人）與專利權人在同時處理再審查與訴訟時，會各自遇到不同的潛在風險。 

同時面對再審查與訴訟時，在執行上，專利權人的主要難題是如何有效區隔訴

訟團隊與再審查團隊（包括內部與外部專利法務人員、律師與專家證人）。於再審

查程序中，專利權人與參與再審查之共同利害關係人（Patentee and its Privies）有義

務正當且誠實地跟USPTO對話，該義務包含了揭露與可專利性有關的資訊，一旦違

反該義務，即可能構成不正行為，進而使專利無效。於此同時，在訴訟方面，法院

可能會核發保護令來規範訴訟雙方如何處理訴訟所涉及的機密資料，當一份機密資

料與可專利性有關時，如果專利權人之訴訟團隊與再審查團隊區隔不清，再審查團

隊即可能背負著將該份資料提交予USPTO的義務，而使訴訟團隊違反保護令；亦或

為了遵守保護令不提交該份機密資料，而使再審查團隊違反揭露義務，進而構成不

正行為。儘管USPTO曾表示保護令範圍內的資訊在沒有證據顯示該資訊可以公開的

情況下是不需提交的，但為避免爭議，許多訴訟律師還是會選擇不參與再審查，以

避免所持資訊揭露與否的困擾，然而，這也造成了訴訟團隊與再審查團隊可能會出

現立場或說法不一致的風險，尤其在請求項範圍之建構與可專利性之解釋方面可能

出現分歧。因此，如何同步二個獨立運作的團隊是專利權人頭痛的地方，當然，倍

增的費用也是。 

在申請人方面，雖然沒有必要區隔訴訟團隊與再審查團隊，然而申請人最大的

隱憂來自於自身的機密資訊會否被專利權人用來修改請求項或撰寫新的請求項，藉

此一面限縮請求項範圍以避開先前技術，一面將申請人之產品納入修改後的範圍

裡。理論上，訴訟中的任一方都不可以利用對方的機密資訊來修改或新增請求項

（無論是申請中或再審查中之專利），但由於舉證不易，事前的防範可能會比事後

的追訴來得有意義。因此，雙方在協商訂定保護令內容時，必須考慮到進行中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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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能開啟的專利申請或再審查程序，以擬出妥善的保護令，尤其申請人方面（被

控侵權人）更應著力要求專利權人嚴格區分訴訟與再審查團隊。 

陸、基於再審查聲請暫停訴訟 

如前所述，請求再審查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向地方法院要求暫停訴訟，而再審

查的進度與後續期間則是法院考量是否暫停訴訟時的重要依據。在不考慮上訴期間

的情況下，CRU的目標是從再審查申請日起2年內發出最終核駁／授證通知，愈來

愈多的統計資料顯示這個目標似乎可行。主要再審查時程整理如下表： 
 

表2  美國專利單方與多方再審查時程表6 

 單方再審查 多方再審查 

核發再審查 
同意令所需時間 

法規規定申請日起3個月內 
平均1.6個月 

法規規定申請日起3個月內 
平均1.8個月 

核發再審查 
拒絕令所需時間 

法規規定申請日起3個月內 
申請日起平均1.7個月 

法規規定申請日起3個月內 
申請日起平均1.1個月 

核發第一次官方

通知所需時間 申請日起平均7.4個月 申請日起平均3.6個月 

全部再審查期間 
申請日起平均25.7個月／中位數20.0個
月（不考慮上訴程序所花費之時間） 

申請日起平均36.5個月／中位數33個
月（不考慮上訴程序所花費之時間） 

上訴所需期間 
從USPTO上訴至BPAI：估1年半到2年
從BPAI上訴至CAFC：估1年半以上 

從USPTO上訴至BPAI：估1年半到2年
從BPAI上訴至CAFC：估1年半以上 

 
儘管各地方法院對於是否暫停訴訟沒有一致的判斷標準，然而當預期的再審查

時間愈久，法院就愈不可能暫停訴訟。因此，利用一份合理有說服力的再審查期間

預估表來提振法官信心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如果再審查期間完全不確定或者再

審查審定時間晚於預計的訴訟裁判日，那麼暫停訴訟就比較不可能，這是因為在這

                                                        
6 Robert Greene Sterne, Jon E. Wright, Lori A. Gordon & Byron L. Pickard, Reexamination with 

Concurrent District Court Litigation or Section 337 USITC Investigations, 11 THE SEDONA 

CONFERENCE JOURNAL 6-45 (2010); Ex Parte/Inter Parte Reexamination Filing Data - June 30, 
2011, US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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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下暫停訴訟可能會損害專利權人之權利；相反地，如果再審查可能於短期內

看到結果，那麼暫停訴訟就可能成真。然而亦有一些法院無懼於再審查期間的冗長

與不確定性，只要再審查案於訴訟開始前已然成案，他們就可能同意暫停訴訟。所

以，對申請人而言，除了要準備可信的再審查預估時程表，掌握地方法院對於暫停

訴訟的態度與喜好也是很重要的。 

地方法院對於訴訟是否暫停握有很大的權限，CAFC鮮少將這類決定視為濫權

而駁回。一般而言，地方法院會考慮下列三個因素來作決定：一、證據發現程序

（Discovery）是否完成以及裁判日（Trial Date）是否已經確定；二、訴訟暫停會否

過度侵害非聲請方或顯然造成聲請方訴訟策略上的利益；以及三、暫停訴訟是否可

以簡化議題7。關於第一個因素，基於司法經濟，如果裁判前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

地方法院似乎沒什麼理由暫停訴訟；關於第二個因素，如果再審查的時程不確定且

審定日遙遙無期，那麼暫停訴訟顯然可能造成不公平，舉例來說，專利權人可能要

蒙受更長期的侵權產品競爭或者被控侵權人可能長期背負侵權風險而流失客戶；至

於第三個因素，如果再審查無助於訴訟要解決的問題，那麼暫停訴訟似乎就無此必

要，例如再審查涉及之請求項與訴訟涉及之請求項不同時，暫停訴訟顯無實益。 

加州中區法院法官Selna於Allergan Inc. v. Cayman Chem. Co.一案中提出以下幾

點支持暫停訴訟的理由： 

一、呈交給法院的先前技術已經過USPTO的專業審查； 

二、與先前技術有關的證據發現程序問題可因USPTO之審查而減輕； 

三、如果USPTO認為系爭專利無效，相對應訴訟案很可能會被撤銷； 

四、再審查的結果可能促進雙方和解； 

五、再審查紀錄可能於訴訟審理時被提出，而能減少訴訟的複雜度與期間； 

六、 再審查後，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可以更容易地對爭點、抗辯、

證據等進行限制；以及 

七、雙方當事人及法院的花費可能降低。 

Selna法官同時也指出以下幾個反對暫停訴訟的理由： 

一、訴訟延宕和市場隨時間變化的狀況可能會大輻減少禁制令的價值； 

                                                        
7 Quest Software, Inc. v. Centrify Corporation and Likewise Software, Inc., Case No. 2:10-CV-859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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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訴訟爭點再走一趟再審查程序時，已付出之時間和成本可能會浪費掉； 

三、訴訟宕延可能造成聲請方訴訟策略上的利益；以及 

四、再審查可能不會影響訴訟結果。 

需留意的是，如果成功暫停訴訟，當事人應即通報CRU，CRU會因此重新安排

審查時程以加快審查速度。 

柒、再審查導致請求項實質修改之影響 

於再審查過程中，只要沒有擴大專利範圍，專利權人可以修改或新增請求項。

然而，專利權人變更請求項的自由度未如想像中的大，舉例來說，如果專利權人回

覆第一次官方通知時，採取了不修改請求項而僅作答辯的策略，接下來卻又收到最

終官方核駁通知，專利權人會僅存很小的空間來修改請求項以說服審查委員，一旦

無法完全克服核駁，即便只有一個請求項不符可專利性，專利權人也將被迫上訴或

面臨失去整篇專利的風險。如果專利權人於再審查過程中成功修改請求項且審查結

果確定，倘請求項修改後與原本的實質不同，亦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後果包括：

一、失去地方法院請求項範圍建構之結果，該結果可能對專利權人較有利；二、失

去再審查授證（Reexamination Certificate）日前的損害賠償（Past Damage）請求

權。 

在此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無論單方或多方再審查，只要審查結果不可上訴（例

如超過上訴期限）或上訴程序終了，USPTO就會進行再審查授證，經再審查授證之

請求項如果與原本對應之請求項「實質相同」，就不會影響繫屬中之訴訟或使現存

訴訟理由遭撤銷，換言之，如果不實質相同，即可能影響繫屬中之訴訟，使專利權

人無法請求再審查授證日前之損害賠償8。 

請求項修正與損害賠償之關係可以用再審查授證日區分為二個時期：一、專利

核准日至再審查授證日；二、再審查授證日至專利失權日。如果修改後之請求項與

原本核准專利之請求項「非實質相同」，則專利權人可能無法主張再審查授證日之

                                                        
8 37 C.F.R. 307, 316, 252; Dolak, Lisa, Whose Rules Rule? Federal Circuit Review of Divergent 

USPTO and District Court Decisions (2011). College of Law Faculty Scholarship. Paper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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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損害賠償。當系爭專利的剩餘專利期很短或被控侵權人有容易取得的迴避設計

方案時，無法主張在先損害賠償就會影響很大。另外，即便地方法院已經裁定損害

賠償，只要訴訟案件仍未審結，被控侵權人仍可能基於再審查審定結果，主張系爭

請求項範圍自始不存在（Ab Initio），要求撤銷該損害賠償。 

依下表所示之USPTO的統計資料，無論是單方或多方再審查，開啟再審查比例

均高達九成以上；請求項全部未修正之比率均低於二成五。當開啟再審查比例愈高

且請求項未修正比率愈低時，意味著系爭請求項無效的可能性愈高。即便部分請求

項保留下來，倘經過實質修正，亦可能導致專利權人的大麻煩。 
 

表3  美國專利單方與多方再審查統計資料表9 

 單方再審查 多方再審查 

2005–2011年 6月 
件數／歷年總件數 4,377件／11,604件 1,233件／1,286件 

專利案件類型 

化學類：27% 
電學類：37% 
機械類：34% 
設計專利：2% 

化學類：17% 
電學類：53% 
機械類：29% 
設計專利：1% 

系爭專利同時 
訴訟繫屬中 33% 71% 

開啟再審查比例 
同意再審查：92% 
拒絕再審查：8% 

同意再審查：95% 
拒絕再審查：5% 

請求項存活率 
全部未修正：23% 
部分修正：66% 
全部刪除：11% 

全部未修正：13% 
部分修正：44% 
全部刪除：43% 

捌、結 語 

綜上所述，申請再審查對被控或潛在被控侵權人而言是較有利的，倘能適當運

用，當可平衡訴訟風險，甚至獲取事半功倍的效果。 

                                                        
9 同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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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民事訴訟中專利無效 
判決之第三人效力 
——由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 

第122號判決談起 

林育輝* 

壹、前 言 

我國目前的專利民事訴訟程序，除依循相關的民事訴訟法規外，最主要是依據

2007年3月28日公布的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進行審理，依照該審理法第16條第2項規

定，一旦法院認定系爭專利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

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觀其法條文義與立法理由，若專利權人於第一件專利民事

侵權訴訟的判決中，法院認定系爭專利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該判決之效力並不

會拘束專利權人就系爭專利權對其他第三人再度提出專利民事侵權訴訟1。易言之，

                                                        
*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智權法務室副理、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本文承蒙匿名審稿

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惟所有文責仍由作者自負。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見解，

不代表任何單位意見。 
1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之立法說明第二點：「我國法院對於行政權之行使，僅得為適法

性之監督，而不能越俎代庖，就行政行為自為行使。故審理智慧財產事件之民事法院縱依其

判斷認智慧財產權確有應撤銷或廢止之原因，除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原為核准之行政處分係屬

當然無效之情形外，即無權就該智慧財產權逕行予以撤銷或廢止。……。該判決就權利有效

性之判斷，僅於該訴訟發生拘束力，智慧財產權人對於其他第三人之權利行使，仍非該訴訟

之判決效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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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爭專利權未被智慧財產局撤銷、廢止之前，專利權人仍可對其他第三人行使其

權利而提出專利民事侵權訴訟，這種專利無效判決的效力可稱為「個案效力」。 

然而智慧財產法院於其99年度民專訴字第122號判決（以下簡稱「本件判

決」）中，法院卻以原告所起訴之系爭專利於前訴訟之中已經實體之判斷為有撤銷

之原因，亦即專利應為無效，以此謂原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依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不經實質審理而逕以判決駁回，依此判決法理是否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

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歧異？對權利人是否公平？ 

「誠實信用原則」為法律的一般基本原則之一，貫穿公、私法的領域之中，為

俗稱的帝王條款。對裁判者而言猶如一把銳利的尚方寶劍，當寶劍一刀劃下時勝負

便見分曉。正因「誠實信用原則」有著如此大的殺傷力，非不得已不容任意祭出與

使用。 

在專利民事訴訟上，法院以「誠實信用原則」駁回原告之訴的案件並不常見。

然而在本件判決中，卻以原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逕以判決駁回2。因此關於本

案中所涉及之專利民事訴訟的攻防策略與法理，頗值得專利從業人員細細推敲研

究。 

貳、專利無效判決後專利權之形式有效，實質無效 

在本件判決中，法院以「專利權之形式有效，實質無效」來說明一旦系爭專利

於前民事訴訟中被認定為無效之後的權利狀態，若專利權人再以系爭專利對第三人

提出專利民事訴訟，則法院認為有違「誠實信用原則」。若此一見解成為通說，則

本文認為未來在智慧財產法院之中就系爭專利權的第一次有效性判斷將成為主要戰

場。 

法院於本件判決的理由中指出：「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法

院認智慧財產權有得撤銷理由，即當事人之抗辯為有理由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

                                                        
2 除本件判決外，於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90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115號、99年度

民專訴字第126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135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145號等判決也採相同見

解；另於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155號、100年度民專訴字第175號等判決雖有進行

實體審判，但部分判決理由也有採相同或相似見解。 



38  

專利師︱第七期︱2011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是該權利雖形式上仍有效，尚未經主管機關撤

銷，但實質上已具備得撤銷以致無效之理由，即不得行使權利。此即為上開誠實信

用原則之體現。」 

如此說來，一旦法院認定系爭專利無效之後，是否專利權人以該系爭專利對其

他第三人所提出之民事侵權訴訟都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若是此種「形式有效，實質

無效」的見解為真，則法院認定系爭專利無效的效力已經實質等同於智慧財產局認

定系爭專利無效的「對世效力」，此種見解應已經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

2項之立法意旨相悖。 

另外一方面，依前開見解，若是同一專利權人分別對多數不同被告行使權利起

訴，對於裁判者而言是否只要進行一次專利有效性之判斷後，其他所有訴訟即都可

不必進行實體審理而判決駁回？如此是否弱化了對於權利人之訴訟權的保障？在思

考上開問題之前，本文先就本件判決之事實與相關法理進行分析。 

參、本件判決的事實與理由以及淺析 

一、案件事實 

本件原告於2006年6月9日以「LED的快速變焦裝置」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

稱智財局）申請發明專利，經智財局核准並授予發明第I309729號專利證書，專利權

期間自2009年5月11日至2016年6月8日止。 

原告專利權人隨後自2009年11月起陸續對不同的被告提出數十件專利侵權民事

訴訟，然而在這些訴訟中，依據本件判決之附件所載，共計有12件判決皆認定系爭

專利缺乏進步性而無效3。 

                                                        
3 此12件判決分別為：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157號、98年度民專訴字第158號、99年

度民專訴字第96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84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78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71
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70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64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58號、99年度民專

訴字第57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39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38號。且此12件判決皆認定系爭專

利不具進步性而得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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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理由 

本件判決中，法院未經實質審判而直接駁回原告專利權人之訴的主要理由為

「爭點效4」之適用與「誠實信用原則」之違反。 

在「爭點效」之適用方面，法院認為：「爭點效理論必須在公平及效率間為利

益衡量，亦即在訴訟上之攻擊防禦已為充分保障之情形下，才得主張爭點效。就爭

點效之客觀範圍而言，該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必須具備四要件：1.必須係該訴訟之

主要爭點，亦即為足以影響判決結論之判斷。2.必須限於當事人已在前訴進行充分

攻防之爭點。3.法院必須就當事人擇定之爭點已進行實質之審理判斷。4.前訴所涉

及者並非僅為訟爭利益極微而與後訴之訟爭利益顯不相當之紛爭。在此情形下，當

事人即不必僅限於必須前後兩訴訟之當事人同一，對前後訴相同之當事人之一，其

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如已符合上開四要件，應亦可適用爭點效。」 

也就是說，法院認為在符合上開四個要件的前提下，即使本件判決之原告以相

同之系爭專利所提起之其他民事訴訟中的被告不相同，原告亦應受到這些其他民事

訴訟判決理由中爭點效的拘束。 

在「誠實信用原則」之違反方面，法院認為：「原告以智財局核發之專利權，

提起多件專利侵權訴訟，雖難謂非權利之正當行使，然其提起之多件訴訟中，已有

12件係以系爭專利有得撤銷理由而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不得主

張權利，則揆諸前揭說明，依誠實信用原則，對此事實已臻明確，法律上顯無理由

之事件，如開庭審理，將造成被告不必要之勞力、時間、費用及精神上之負擔，亦

浪費司法資源，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也就是說，法院認為原告分別對不同被告行使其專利權而起訴屬於權利之正當

行使，但倘若原告所起訴之多件訴訟之中已經有專利無效之裁判，其他後訴訟之起

訴則依誠實信用原則，屬於法律上顯無理由之事件，法院可以不必再進行開庭審

理。 

                                                        
4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4條援引了「爭點效」之精神，其規定如下：「智慧財產民事訴訟

之確定判決，就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業經為實質之判斷者，關於同一智慧財

產權應否撤銷、廢止之其他訴訟事件，同一當事人就同一基礎事實，為反於確定判決判斷意

旨之主張或抗辯時，法院應審酌原確定判決是否顯然違背法令、是否出現足以影響判斷結果

之新訴訟資料及誠信原則等情形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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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本件判決問題的提出 

在本件判決中，法院企圖以「誠實信用原則」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

2項所規定之專利無效的「個案效力」巧妙地轉化為實質的「對世效力」，以訴訟

經濟的角度而言固值得肯定，然而此種擴大專利無效判決之第三人效力的結果，是

否將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之立法目的與理由相悖，而有侵害權利人之訴訟

利益之虞？ 

另一方面，若依法院於本件判決之理由所載：「是該權利雖形式上仍有效，尚

未經主管機關撤銷，但實質上已具備得撤銷以致無效之理由，即不得行使權利。此

即為上開誠實信用原則之體現。」依此推論，是否一旦法院第一次認定系爭專利為

無效，則專利權人即無法再對第三人提出專利訴訟？亦或是專利權人可以再對第三

人提出專利訴訟，但是超過一定之門檻件數方能以「誠實信用原則」之違反而將後

訴駁回？ 

前述諸多問題，主因為我國公、私法的二元體制，司法權不得就行政權越俎代

庖的限制下，將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1項所為之無效判決的第三人

效力，限定於個案效力所必然產生之矛盾。在本件訴訟中，面對原告專利權人以相

同專利提起多件民事訴訟，同時法院又已經有12件判決認定系爭專利應無效，於此

一情形下，法院應是迫於無奈只能祭出「誠實信用原則」之尚方寶劍。然而此一矛

盾並未獲得真正的解決，專利權人也不服此一判決理由而提出上訴，於本件判決之

上訴審5中，上訴人（即專利權人）主張第二審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之

規定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更為審理。 

上訴法院首先解構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之要件，亦即在無維持審級制度之

必要的情況下，第二審法院對於合法之上訴應自為調查、審判，不能夠因為第一審

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就將第一審之判決廢棄而將事件發回原法院。 

法院認為：「上訴人並未具體指明原審之訴訟程序有何違背法令之處，本院亦

查無因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致本院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裁判，暨有損於

上訴人審級利益之情形而無發回第一審法院之必要。」是以第二審法院就系爭專利

之有效性進行實體內容之辯論及裁判，認定系爭專利之更正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5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易字第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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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第1至5項及第7項不具進步性而做出駁回上訴之判決。 

本件訴訟的第二審法院並未正面地處理專利無效之第三人效力的問題，而是以

系爭專利無效的認定駁回專利權人之上訴。事實上，對民事專利無效判決之第三人

效力的問題，在美國專利實務上已經歷過正反不同意見的討論，殊值參考。 

四、美國專利實務上無效判決之第三人效力範圍的轉變 

民事法院判決專利無效後對第三人效力的問題，早已經於美國的專利訴訟實務

中有過正反意見一番激烈討論交鋒，國內亦有諸多文章討論6。美國最高法院早期認

為對第三人效力應採「個案效力」，近期則認為應採「對世效力」，其主要著眼點

也是訴訟經濟的考慮。 

美國為不區分公、私法之一元制法制，但其於專利無效上所採用的司法與行政

雙軌制，走到最終卻是於相同上訴法院解決爭議7。我國為區分公、私法之二元制法

制，與美國不同，專利之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本屬於不同法院所管轄，但是在我國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將專利之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都劃歸給智慧財產法院管轄後，

無論專利之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都會經歷智慧財產法院的裁判，但是對智慧財產法

院裁判不服的上訴審，則又分別走向不同的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

院。雖然存在著如此的差異，但美國法院在處理其判決專利無效後對第三人效力的

問題方面，仍應有值得我國參考的價值。 

美國最高法院在1936年的Triplett8判決中，確立專利無效確認並無既判力（res 

judicata）之原則。認為一旦無效之結論確定後，只對該判決之當事人及其繼承人有

                                                        
6 諸如：陳容正，行政處分作為民事訴訟先決問題之判斷——以專利、商標事件為中心，兼論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智慧財產權月刊，2007年7月，103期，82-110
頁；潘世光，美國專利無效訴訟之第三者效力研究——論美國最高法院1971年Blonder-
Tongue判決，智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5月，89期，41-48頁；劉國讚，美國專利無效之訴訟

及複審制度之研究，智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5月，89期，5-32頁；以及張君如，美國專利

無效判斷雙軌制之研究美國專利無效判斷雙軌制之研究，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9年。 
7 大部分專利上訴案件會於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確定，少部分可再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 
8 Triplett v. Lowell, 297 U.S. 638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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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力，至於同一系爭專利權之另一侵害訴訟中專利無效問題，法院可自由判斷9。 

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中指出，對於一專利中之全部或部分請求項不利的判決可

以排除原告以相同請求項對其他第三人被告主張權利，此種論點並無任何的理由或

是學說見解可以支持。前訴訟的判決結果對於後訴訟來說，法院可以基於禮貌

（comity）而給予較大權重的審酌，因此可以說服法院於做出相類似的判決，但這

並非既判力之拘束而且也不是一個抗辯事由10。其並指出儘管之前已有其他法院所

為之專利無效判決存在，法院仍必須於個案中自行判斷系爭專利效力，除非其已經

構成既判力之拘束，亦即兩訴事實上乃是存在於相同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之間11。

Triplett案是由第四巡迴法院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於Triplett案中，雖贊同第四

巡迴法院之見解，惟其並未詳述理由12。 

Triplett案的「個案效力」見解在1971年的Blonder-Tongue13案中被美國最高法院

所推翻，美國最高法院於Blonder-Tongue案將民事專利無效判決之第三人效力改採

「對世效力」。最高法院推翻Triplett案的主要理由，主要著眼於訴訟經濟以及司法

資源的節約14，並建立了新的規則：除非專利權人在先前訴訟程序中沒有正當機

會、程序性地、實質性地、基於證據地，爭論其專利之有效性，在專利無效判決確

定後，基於此專利權對他人不能再提起侵害訴訟。此種原則稱為爭點效原則

（doctrine of collateral estoppel）15。 

然而，Blonder-Tongue案使專利無效判決具有對世效力，並無法完全解決批評

的聲音。例如有論者認為在Blonder-Tongue案原則下，會造成其他競爭者搭便車的

問題（a free rider problem）。亦即成功推翻專利效力之人花費大量時間金錢，而其

他人卻可共同享受收穫的果實，使得在競爭上產生不同的成本支出而對推翻專利效

力之人顯得不利。為解決此一問題，有論者認為在維持專利無效判決對世效力之前

提下，必須對推翻專利效力之人予以獎賞（bounty）來補償其因訴訟所帶來之損

                                                        
9 潘世光，註6文，43頁。 
10 Triplett, 297 U.S. at 642. 
11 張君如，註6文，51頁。 
12 同前註。 
13 Blonder-Tongue v.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oundation, 402 U.S. 313 (1971). 
14 請參照：潘世光，註6文，44-46頁；張君如，註6文，54-55頁。 
15 劉國讚，註6文，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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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然而如何獎賞或補償？顯然又成為一個新的問題16。 

五、我國對專利無效判決之第三人效力的審判實務與見解 

我國審判實務上，對於專利權人再以已經受有專利無效判決之同一系爭專利對

第三人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時，法院能否以屬於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或「爭點效」

之拘束而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仍有疑問。有採贊同說者，亦有採否定說

者，分述如下： 

(一)贊同說 

採贊同說者，是以專利權人起訴時是否系爭專利已經受有專利無效之「確定」

裁判為依據。此種判斷依據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4條所援引了「爭點效」之

精神相貼近。 

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61號判決，是以防止判決歧異與訴訟經濟

的角度提出贊同的看法。該判決與本件判決的系爭專利相同、原告相同、但被告不

相同。法院於判決的理由中指出，既判力具有訴訟法上之效力，乃為防止裁判歧

異，而判決之爭點效乃既判力之延伸，自屬法院依職權應調查之事項，法院亦應不

待當事人之提出，逕行依職權調查有無爭點效之適用。 

法院同時引用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4062號判決的法理指出，雖然判決理由

並無既判力，但對於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

已經做了實體之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

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該重要爭點所提起之訴訟中，法

院及當事人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

張，始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前揭爭點效之法理，是指在前後訴訟中的相同當事人而言，但倘若前後訴訟中

的當事人一方不同，如前後訴訟中的被告不同時，是否依舊有爭點效之適用？法院

認為：「至於同一當事人就該涉及該重要爭點對於不同當事人所提起之訴訟，於符

合下列要件之場合：(1)專利權人承擔錯誤判決之風險極低甚或不存在，(2)訴訟程序

                                                        
16 張君如，註6文，59-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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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開啟對於被告造成不公平之負擔，或訴訟結果之扭曲，(3)專利權人就無效專利重

複提出訴訟對於法院造成毫無經濟效益之負擔，亦應受原判決就爭點判斷之拘束

（但不以此為限）。」如在符合上開要件的情況下，則有爭點效之適用。 

最後，法院認為本件之原告行使有得撤銷之事由的系爭專利（不具有進步

性），對被告提起侵害訴訟並請求賠償損害，除應受前訴訟確定判決之爭點效的拘

束，亦屬權利濫用。又原告之系爭專利業經本院全體法官分別於前訴訟判決中認定

不具有進步性，堪認原告權利濫用之程度已達於法律上顯無理由之程度而未經實體

判斷駁回原告之訴。 

易言之，法院也認同專利訴訟具有高度之技術性與困難性，不同法官或不同法

院間就具體個案適用之見解與所為判斷極可能大相逕庭，此種裁判結果之高度不確

定性不應該由專利權人來承擔，以保護其訴訟權。但若權利人承擔錯誤判決之風險

極低或不存在，則即無再容許同一當事人對於不同當事人重複提起訴訟之必要。也

就是說，法院認為若專利權人於前訴訟已經受到公平、公正的審判結果，即便隨後

再經歷其他訴訟也難得到相反的裁判結果時，就訴訟經濟上的考量，縱後訴訟中的

被告當事人不同，專利權人於後訴訟中仍應受前訴訟之爭點判斷的拘束，以確保訴

訟經濟與節約司法資源。 

為強化此一判決法理，法院於該判決中即引用上開美國最高法院對此問題之見

解，認為：「參酌美國最高法院1971年Blonder-Tongue判決亦採取於侵權訴訟中確

認專利無效具有對世之普遍效力【420 US 313(1971)】，則我國自得基於訴訟經濟

分析之考量，採取較美國法制更為嚴謹之立場，將前確定判決爭點效之效力擴張及

於後訴訟，法理至明。」 

(二)否定說 

採否定說者，認為仍應先實體判斷前後訴訟之爭點判斷有無產生變化，不宜直

接以法律上顯無理由逕以判決駁回。 

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易字第31號判決，即以保護專利權人於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下之訴訟權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該判決與本件判決的系爭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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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相同17。但上訴法院於該判決中指出：專利權人固自2008年間起持系爭專利

陸續提起多件民事訴訟，並經本院先後數次判決認定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但

衡量在憲法第15條、第16條所明文保障之財產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且系爭專利前

經專利專責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准予專利在案下，專利權人以系爭專利起訴

主張行為人侵害其專利權，縱為數眾多，於起訴當時，亦屬其權利之正當行使行

為，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可言。因此駁回被告之抗辯理由，即被告僅以事後法

院數次認定系爭專利無效，遽謂專利權人提起訴訟之際，即以悖於誠實及信用之方

法行使其專利權的說法並不成立。 

法院進一步認為，專利權人於專利存續期間得依專利法第64條之規定隨時申請

更正專利說明書或圖式，於更正後「可能影響有關系爭專利權利範圍及是否為其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等爭點之判斷，倘

未予兩造充分攻擊防禦，未經實體審理，遽以他案民事判決之認定，不問相關主

張、抗辯及證據是否完全相同，逕認系爭專利無效，顯然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之原

則、及人民財產權與訴訟權之保障。」 

法院最後認為，「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所稱『原告之訴，依其所

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之情形，或是其他民事判決所為認定『爭點效』

之適用。」 

因而若依照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易字第31號判決的法理，在專利權人起

訴之時，若系爭專利未受到專利專責機關的確定撤銷處分時，皆屬於權利之正當行

使行為而無違反誠信原則，縱於專利權人起訴後，系爭專利始被他案民事判決為專

利無效的情形，亦屬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判決之中法院特別指出專利權人得隨時更正專利說明書或

圖式因而可能影響爭點之判斷，依此法理，即使系爭專利受有專利無效之「確定」

民事裁判，後訴訟之法院仍應先進行實體審理相關主張、抗辯及證據是否完全相

同，而不能逕認起訴為法律上顯無理由，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及保障人民財

產權與訴訟權。 

                                                        
17 此兩件訴訟之被告都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分別於此兩件訴訟中主張

被告公司所經營之PChome商店街中的店家名稱為「EZ購五金便利店」以及「DA量販店」

所銷售之產品侵害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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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開判決理由論點外，還有其他不同的看法提出。例如針對美國最高法院之

Blonder-Tongue案使專利無效判決具有對世效力的見解，亦有實務裁判者謂：「我

國與美國的法制不同，上開美國最高法院見解固值我國參考，但除非我國法律明文

規定，恐難作此解釋，將民事判決之既判力，甚至僅為判決理由中之判斷，擴大為

具有對世之效力，即第三人亦受其拘束18。」本文贊同此一觀點，易言之，應思考

如何透過修法使專利無效對第三人之效力更為明確，應是目前解決此問題的較佳方

式。 

肆、本文提出之建議 

智慧財產法院在本件訴訟中透過「爭點效」之適用與「誠實信用原則」之違反

來實質擴大專利無效判決之對第三人效力，然而於此同時司法權似乎已經實質地踰

越了行政權，而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項的立法精神產生衝突，已如前

述。 

站在訴訟經濟與司法資源節約的角度，本文當然贊同民事專利無效判決之第三

人效力採「對世效力」。但若是以站在權利人的角度觀之，在系爭專利尚未被智慧

財產局撤銷處分確定之前，專利權仍屬有效，自不待言，縱有專利無效之民事判決

也僅為單一法院之判決，況且專利權人能隨時更正專利說明書與圖式而使得爭點判

斷產生差異，於後訴訟中的法院或是專利專責機關未必會做出相同之認定。專利權

人依法行使權利提出民事侵權訴訟，也未被法所禁止，因而在我國現行法制下法院

是否能以系爭專利已經於前民事訴訟中受有無效之（確定）判決而逕以違反「誠實

信用原則」或「爭點效」拘束直接駁回後訴？由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易字第

31號判決的法理觀之，答案應已相當明確。蓋專利有效性之判斷本有主觀的成分於

其中，以進步性而言更是如此，且進步性之判斷基準也有可能隨時間改變，因此相

同的有效性爭點於不同裁判者之間，是會有判決歧異結果產生的可能。 

何況以本件判決的邏輯，在本件判決附件所載共計有12件判決皆認定系爭專利

缺乏進步性而無效，而這12件判決並未逕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直接駁回，換句

                                                        
18 陳容正，註6文，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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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假若本件之原告，若僅提出數件之後訴訟，法院應不會以違反「誠實信用原

則」而直接駁回。如此推論下來，本件訴訟中法院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為理由

此點的立論，本文認為在邏輯上有自相矛盾之處。 

現階段而言，修法似乎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如何修才是問題的核心。

有論者認為：「得透過專利專責機關參與訴訟及依職權撤銷制度，在確保專利專責

機關程序保障之前提下，使民事法院之判斷對專利專責機關發生拘束力，禁止其在

將來行政爭訟程序為相反之爭論，變相使專利無效判斷發生類似對世效力的結果。

並建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十七條應修正為：『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前條第一

項所為之主張或抗辯，『應通知專利專責機關』；於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財產

專責機關參加訴訟。』或『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前條第一項所為之主張或抗辯，於

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本於專利權而涉訟者，法院應通

知專利專責機關。』；以及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十七條第二、三項『智慧財

產專責機關依前項規定參加訴訟時，以關於前條第一項之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為

限，適用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前

段、第六十四條規定，於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時，不適用之。』應刪除之，

並明訂『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與訴訟者，就專利效力爭點，應獨立提出其專業上意

見。』19」 

此種透過專利專責機關參加訴訟及依職權撤銷制度或許是可行的方向之一，但

亦有論者謂：命專利專責機關參加訴訟來解決專利無效之雙軌問題恐太過於樂觀，

而透過參加訴訟的專利專責機關為既判力所及，以拘束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程序中

不為歧異之處分也未能達其目的20。 

本文認為基於我國與美國的法制不同，當然不宜全盤照抄美國專利實務的見

解。在我國行政權與司法權分立的前提要件下，是否可有一種能權衡專利權人與社

會公眾利益兩者的新方式？若依照本件判決，一旦有專利無效的第一個民事判決之

後，專利權人於後訴之中可能會面臨被以法律上顯無理由而逕予駁回。因此推論的

邏輯是：倘若專利權人於後訴之中能證明其起訴並非法律上顯無理由時，則後訴之

                                                        
19 張君如，註6文，143-144頁。 
20 劉國讚，專利舉發之行政程序與訴訟制度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2008年，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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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院仍應進行實質之審判；反之則後訴之中法院可程序駁回。 

準此，本文認為這些非法律上顯無理由的證明理由諸如：前訴判決已遭上訴審

廢棄或發回、專利權人以前訴之專利無效判決的相同事實與證據對系爭專利提出舉

發而獲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前訴訟為判決基礎之證據係偽造或變造者、權利人於前

訴訟中未受公正公平的對待、前訴訟為判決基礎之可專利性基準已為變更者、系爭

專利已經有准予更正之處分等。 

本文提出建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項建議修正為：「前項情形，

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

利。，同一智慧財產權於其他同類民事訴訟中，除智慧財產權人能證明起訴非法律

上顯無理由者外，亦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由於專利權本屬於高度不穩定的權

利，因此雖有專利無效之判決，但在該專利權尚未被確定撤銷前，專利權仍是存在

的合法權利，實不宜逕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來全面地剝奪專利權人行使權利。

因而在權衡訴訟經濟的因子下，若系爭專利有無效之民事裁判時，則適度地加重專

利權人於後訴之中證明其起訴之專利權的有效性的責任，應該是種合理的限制，亦

即將舉證的責任加諸於專利權人，使其先證明前訴訟之專利無效的判決存在有瑕

疵。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的施行確立了我國專利無效判決之雙軌制，但是其

相關實務上的操作問題才慢慢出現，也隨著這些問題的一一浮現，才能使得一個制

度有更多被討論與修正的空間。本文蒐集了國內目前關於此一議題的相關文獻予以

整理，並提出淺見之建言，但就如何調和公、私法間專利無效之雙軌制下的解決方

案，仍有待後續研究者繼續進行更廣更深入的討論與分析。 



 

專利師︱第七期︱2011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專題研究  

探討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審查

判斷之國際趨勢（下） 
——以智財法院97年行專訴字 

第12號行政判決為例 

葉雪美* 

伍、歐盟設計獨特性的立法沿革與案例分析 

歐盟設計在註冊申請時，只有形式審查，對於新穎性及獨特性之要件並不審

查，而在請求無效宣告時，才依請求人之證據與主張對新穎性與獨特性進行實質審

查。2004年4月27日，歐盟設計的無效審查部門（Invalidity Division）做出第一個無

效宣告決定至今，已有超過500件的決定，其中有300多件註冊設計被宣告無效，而

無效宣告中將近300件是違反設計規則（CDR）第25條第1項(b)款之規定，因缺乏新

穎性或獨特性而被宣告無效23。 

歐盟設計規則第5條第1項規定24：如果沒有相同或同一的設計已公開在先，該

設計被認為具有新穎性（Novelty）；第2項規定：如果兩個設計只有在不重要的細

部 （ in immaterial details ） 上 略 有 差 異 時 ， 則 兩 個 設 計 被 視 為 「 同 一 設 計 」

                                                        
* 智慧財產局簡任專利高級審查官。 
23 參見Invalidity concerning Community Designs, http://oami.europa.eu/ows/rw/pages/RCD/ 

caseLaw/decisionsOffice/invalidity.en.do (last visited June 12, 2011). 
24 參見Council Regulation (EC) nº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 on Community Designs, http://oami. 

europa.eu/ows/rw/resource/documents/RCD/regulations/62002_en_cv.pdf (last visited Mar.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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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med to be identical）。第6條第1項規定：如果一個設計能讓有一定認知的使用

者（the informed user）產生一種整體印象（the overall impression），且不同於其他

已 公 開 在 先 的 設 計 的 整 體 印 象 ， 則 該 註 冊 設 計 被 認 為 具 有 獨 特 性 （ Individual 

Character）；第6條第2項規定：在評估該設計是否具有獨特性，應將設計師在設計

時可發展的自由程度（空間）納入考量。以下就「獨特性」與「有一定認知的使用

者」之立法沿革與審查實務逐一介紹。 

一、「獨特性」（individual character）與「有一定認知的使用

者」（the informed user）的立法沿革 

1990年德國Max Planck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提出的「歐洲設計法」的建議及設計

保護的綠皮書（Green Paper）25，建議設計的保護要件是「new」及「distinctive 

character」（區別性）。立法者認為「distinctive character」似乎包含較大幅度的差

異，會使社會大眾將產品與特定廠商聯想在一起，例如：社會大眾不僅可區分產品

A與產品B，同時有能力判定產品A屬於哪一類，因為來自同一廠商。這種保護不是

我們想要的，設計法是要保護產品外觀上的一些特徵，而不是保護產品本身以及產

品的來源。而且「distinctive character」比較接近於商標近似比對所採用的概念，為

了不會與商標近似的概念混淆，而改用「individual character」的標準，這個用詞看

起來是介於低門檻與較高門檻的中間標準。 

在歐洲有些國家的設計保護採用較低的門檻，例如：丹麥只要是獨立創作的設

計就予以保護。反之，有些國家採取較高的標準，義大利的案例說明，有關裝飾性

設計獲得保護的門檻，是以該領域專家的觀點評估，設計必須要是具有新穎的美學

貢獻且能產生良好印象（well-grounded sensation）26。經過討論後，立法者希望能

採用一個較為中庸的標準（a middle course），不是專家的標準，也不是不會施以必

要注意（does not pay the necessary attention）之魯莽（reckless）消費者的標準，而

                                                        
25 參照Green Paper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 111/F/5131/91-EN Brussels, June 1991. 

Proposal for a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COM(93) 342 final-COD 463 Brussels, 3 December 1993 (published OJ 1994 C29/20, 21 January 
1994). 

26 參照MARIO FRANZOSI, EC DESIGN DIRECTIVE AND REGULATION – COMMENTARY 58-59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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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為中庸的「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the informed user）標準27。 

歐盟設計在評估獨特性的判斷主體是「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由歐盟設計規

則立法理由14可得知，在評估設計是否具有獨特性，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不需要瞭

解所有的先前技藝，只需對既有的設計領域有所瞭解。所謂的「既有的設計領域」

是指產品的過去幾年及最近的設計趨勢，而不是產品整個的發展歷史，「設計領

域」是指相關的整個設計領域，而不是該設計領域中的每一個或任何一個設計。 

「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就是該註冊設計物品類別的購買者或使用者，使用者

對於設計的瞭解程度（不需要有設計的專業知識）是取決於系爭設計的本質，「一

定認知的」（ informed）與「設計體認」（design awareness）的概念並不相同，

「一定認知」是指對於相關設計的熟悉或瞭解的程度高於一般消費者的程度，只是

對註冊設計領域的瞭解要比一般水平多一些即可，並不需要具有設計的專業知識。 

二、歐盟設計關於缺乏獨特性無效宣告的案例介紹 

(一)歐盟ICD 000002848手電筒設計的無效宣告28 

2005年3月31日，TECNID S.P.A.向OHIM提出手電筒設計的註冊申請，請序號

為000316310-0001（如圖16所示）。2006年6月16日，台灣商人李文生先生提出

000241609-0001註冊設計的LED手電筒（如圖17所示，以下簡稱為D1）為證據，主

張系爭設計違反歐盟設計規則第25條第1項(b)款之規定，請求宣告無效。最終，基

於D1，系爭設計缺乏獨特性而被歐盟設計無效審查部門宣告無效。 

                                                        
27 Id. 
28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signs department – 

invalidity division, a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21/06/07, in the proceedings for a 
declaration of invalidity of a 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file number: icd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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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歐盟CDR-000316310-0001手電筒設計 
 
 
 
 
 
 
 
 
 
 
 
 
 
 
 
 
 
 
 
 
 
 
 

圖17  歐盟CDR-000241609-0001 LED手電筒設計 
 
系爭設計與D1之間主要的差異就是1.系爭設計在手電筒頂面導入新的造形元

素，一個類似發光二極體的燈泡，設置在水滴形板片前方左側的缺口上；2.系爭設

計在手電筒頂面水滴形飾板後側的昆蟲形裝飾，而D1並沒有這些造形元素，已排除

實質同一且不具新穎的可能性。 

評估註冊設計是否具有獨特性，要考量設計師發展手電筒設計的自由度，而設

計師的自由度則受限於該類產品的功能與必要條件，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要考慮到

這個事實。本案中所考量的設計自由度所受限的事實，就是手電筒必須包含必要的

元素，例如：燈泡、手電筒的殼體必須能置放電池，還有開／關按鈕或開關。據前

分析，第一個元素（燈泡部分）必須被安置在設計前面的部分，其他兩個要素則可

以透過創造性的方案加以解決。因此，在先前設計中已有橢圓形的手電筒本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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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的形狀與周邊造形元素的相關配置，都不是不可缺的功能性解決方案，而握持

部的造形也有其他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對於不同類型的攜帶式燈具應有所認知，知道必須滿足攜

帶式燈具功能的基本要求，以及那個行業的既有知識。因此，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

更應知道哪些部分的設計創意是沒有限制的，例如：手電筒的本體形狀、握持部、

按鈕與燈頭光源，以及裝飾性元素與相關配置。 

將系爭設計與D1做整體觀察與比較，由於兩者在手電筒本體、握持部、按鈕與

燈頭光源部分採用非常近似的設計解決方案，以至於兩者所創造出的整體印象非常

近似。綜觀前述分析，由於系爭設計所產生的整體印象與D1並無差異，因此，申請

人提出系爭設計缺乏獨特性的主張成立，系爭設計因缺乏獨特性而被宣告設計權無

效。 

(二)歐盟ICD 000004158 MP3媒體播放器設計的無效宣告29 

2006年6月3日香港商XOYA有限公司向OHIM申請註冊MP3媒體播放器的設

計，請序號為000489075-0001（如圖18所示）。2007年7月30日，Apple公司提出

000450796-0002與0004的註冊設計作為證據（如圖19、20所示，簡稱D2、D3），主

張系爭設計違反歐盟設計規則第25條第1項(c)款及(d)款之規定請求宣告無效。 

無效審查部門認為：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應熟悉MP3音樂播放器，應知道市場

上有很多同種類的播放器，這類產品的格式僅受限於播放器的技術功能。因此，他

將特別注重共通的特徵。本案系爭設計與D2、D3的設計都有一個基本的長方形本

體，上半段有一正方形顯示幕，其下方有一個圓形的操作元件。有一定認知的使用

者將聚焦在本案設計較優勢的共通特徵。當他將兩個裝置直接比較時，才會注意到

兩個顯示幕的長寬比例不相同，不過，這個細微的差異不會使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

產生不同的整體印象，因此，系爭設計缺乏獨特性，而被宣告設計權無效。 
 
 
 
 
 
 

                                                        
29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signs department – 

invalidity division,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26/05/08, file number: icd 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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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歐盟CDR-000489075-0001 MP3媒體播放器設計 

 
 
 
 
 

  

  
圖19  歐盟CDR-000450796-0002媒體播放器設計 

     

  
 

圖20  歐盟CDR-000450796-0004媒體播放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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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ICD 8277寵物容器設計的無效宣告30 

2010年10月14日中國的Cai Sun先生在OHIM申請001768177-0001註冊設計（如

圖21所示，簡稱D4），是一個寵物容器的外觀設計。英國Reef One Limited公司提

出證據（如圖22所示）主張系爭設計缺乏新穎性及獨特性而請求宣告無效。 

無效審查部門認為：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應熟悉寵物容器的基本特徵，尤其是

水族箱。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意識到，水族箱需要至少有一個透明面，以便觀察魚

的活動。不過，設計師在設計水族箱的形狀的自由度是沒有限制的。本案系爭設計

與先前設計D4所產生的整體印象同樣都是取決於矩形四個角落以圓弧角修飾之本體

以及正面與背面是透明的。相對於這些強烈的共同特徵，兩者之間在兩側側板中央

略微弧彎的曲率則顯得不重要了。因此，這細微的差異不會使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

產生不同的整體印象，因此，系爭設計缺乏獨特性，而被宣告無效。 
 
 
 
 

 
圖21  歐盟CDR-001768177-0001寵物容器設計 

 

                                                        
30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partment for 

designs and register – invalidity division.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03/05/2011, file 
number: icd 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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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2008年9月Tropical Fish雜誌的水族箱 

(四)歐盟ICD 7166門把設計的無效宣告31 

2009年2月19日J. Neves & Filhos, S.A.申請001104889-0007註冊設計（如圖23所

示）是門把的外觀設計。申請人提出該公司2004-2005年的產品型錄中的No. 2224門

把產品（如圖24所示，簡稱D5），主張系爭設計缺乏新穎性及獨特性，請求宣告無

效。 
 
 
 
 
 
 
 
 
 
 
 
 
 
 
 
 
 
 
 
 

圖23  歐盟CDR-001104889-0007門把設計 

                                                        
31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partment for 

designs and register – invalidity division,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21/03/2011, file 
number: icd 7166. 



探討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審查判斷之國際趨勢（下） 57 

專利師︱第七期︱2011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圖24  Alcides de Sa Pinto Castro 2004-2005產品型錄的2224門把 

 
無效審查部門認為：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應熟悉門把產品的基本特徵，他知道

設計師在門把設計的自由度幾乎是沒有限制的，因為門把設計可以將色彩、圖案、

形狀及材料任意地組合變化。系爭設計唯一受到的限制，就是門把必須有握持部，

而且必須安裝在門上。本案系爭設計與先前設計D5所產生的整體印象都是取決於幾

何形狀之造形構成，圓柱型把手安裝在一個圓形鋼管再連接到一個圓盤上。把手的

顏色以及圓盤基座有細微差異，這細微差異不會影響到整體印象。因此，這細微的

差異不會使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產生不同的整體印象，系爭設計缺乏獨特性，而被

宣告無效。 

三、歐盟設計關於缺乏獨特性無效請求駁回的案例介紹 

(一)歐盟ICD 7167門把設計的無效請求駁回32 

2009年2月19日J. Neves & Filhos, S.A.提出001104889-0009門把的註冊設計（如

圖25所示），2010年4月26日申請人提出該公司2004-2005年產品型錄中的No. 2014

門把產品（如圖26所示，簡稱D6），主張系爭設計缺乏新穎性及獨特性，請求宣告

無效。 

無效審查部門認為：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應熟悉門把產品的基本特徵，設計師

設計門把的自由度幾乎是沒有限制的，因為門把可以任意組合色彩、圖案、形狀及

材料。設計唯一受到的限制，就是門把必須有握持部而且必須安裝在門上。系爭設

                                                        
32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partment for 

designs and register – invalidity division,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21/03/2011, file 
number: icd 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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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先前設計D6所產生的整體印象，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在使用門把時，是從上往

下看，這個觀察的觀點是很重要的。系爭設計門把的中央部分略厚，前後端較薄，

而先前設計D6的門把在兩端較厚，中央部分較薄，當使用者從上往下看時，兩者之

間的差異對於所呈現的整體印象會有重大的影響，因此，系爭設計與先前設計所產

生的整體印象是不一樣的。 
   

 
 
 
 
 
 
 
 
 
 
 
 
 
 

圖25  歐盟CDR-001104889-0009門把設計 
 
 
 
 

 
圖26  Alcides de Sa Pinto Castro 2004-2005產品型錄的2014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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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ICD 000005510杯子設計的無效請求駁回33 

2006年11月21日PI-DESIGN AG提出000624424-0002咖啡沖泡器的註冊設計（如

圖27所示），2008年6月16日AIDA A/S提出證據（如圖28所示，簡稱D7）主張系爭

設計缺乏新穎性及獨特性請求宣告無效。 
 
 
 
 
 
 
 
 
 
 
 
 
 
 
 
 
 
 
 
 
 
 
 
 
 
 
 
 
 
 
 
 

圖27  歐盟CDR-000624424-0002咖啡沖泡器設計 

                                                        
33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signs department – 

invalidity division,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21/09/09, file number: icd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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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歐盟CDR-000277868-0001咖啡沖泡器設計 

 
無效審查部門認為：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應熟悉產品的基本特徵，具有活塞的

咖啡沖泡器。尤其是，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熟悉該類咖啡沖泡器的形狀與活塞的限

制，為了達成與發揮其功能，以及在該行業中現有咖啡沖泡器的形狀、結構與外觀

形狀配置。儘管咖啡沖泡器有一些共同特徵，例如：直線和垂直的牆壁形狀，她／

他知道在該行業中有各種不同的咖啡沖泡器，由於不同的造形構成、配置、比例、

花紋修飾、材料以及表面處理有不同的設計變化，這些設計處理是沒有技術上的限

制的。因此，在評估設計的總體印象時，她／他知道某些造形元素可以產生不同的

整體印象，會更加注意這些設計特徵。 

在本案中，因為系爭設計與先前設計D7之間有許多差異，尤其是壺身的差異，

而使得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產生不同於D7的整體印象。此外，系爭設計的壺身予人

的印象是內壁較厚、較重、較短，先前設計壺身予人的印象是較瘦長、較輕薄。因

此，先前設計不會構成系爭設計具有獨特性的障礙。 

(三)歐盟ICD 7147椅子設計的無效請求駁回34 

2009年5月14日Sachi Permium Qutdoor家具公司提出001512633-0003扶手椅的註

冊設計（如圖29所示），2010年4月1日Gandia Blasco S.A.提出證據（如圖30所示）

主張系爭設計缺乏新穎性及獨特性請求宣告無效。 

                                                        
34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partment for 

designs and register – invalidity division,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28/02/2011, file 
number: icd 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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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審查部門認為：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應熟悉產品的基本特徵，應知道設計

師在設計扶手椅的自由度幾乎是沒限制的，因為可以任意組合扶手椅的顏色、圖

案、形狀與材料。唯一的限制，設計師組成的扶手椅必須能執行基本功能，必須至

少包括一個座位、靠背、兩個扶手。本案扶手椅是一個立方體的造形構成、框架的

寬度和高度是一樣的，而座位精準地安置在高度的中央部分，這種結構非常對稱，

呈現出一個簡潔的扶手椅外觀。反之，先前設計的扶手椅是長方體的造形構成，座

位放置在較低的位置，扶手椅顯得較寬廣。由於寬度和高度之間的變化，使得扶手

椅的先前設計有一個更富有想像力、更有趣、更簡單的外觀。總而言之，本案與先

前設計所產生的整體印象並不相同，因此，先前設計不會構成本案具有獨特性的障

礙。 
 
 
 
 

 
圖29  歐盟CDR-001512633-0003扶手椅設計 

 
 
 
 
 
 

 
圖30  歐盟CDR-5213-0001扶手椅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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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盟ICD 000005528錶面設計的無效請求駁回35 

2006年9月28日QWATCHME A/S提出000602636-0003錶面的註冊設計（如圖31

所示），2008年6月25日ERICH KASTENHOLZ提出證據（如圖32左邊所示之D8、

圖32右邊所示之D9、圖33所示之D10）主張系爭設計缺乏新穎性及獨特性請求宣告

無效。 

無效審查部門認為：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要熟悉鐘錶的設計，應知道設計人員

在相關類似手錶或時鐘產品的設計自由度，這類產品受限於必須要有某種形式的錶

面與指針來顯示時間。在本案中，系爭設計可使得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產生不同於

任何已知先前設計的整體印象。在D8-D10的已知設計是由幾個不同的色彩區塊（著

色）所組合的錶盤面，在不同角度時，會發生重疊的現象，而產生許多不同顏色區

塊重疊的組合變化。然而，系爭設計最多只能產生三種不同顏色（色調）的變化。

因此，先前設計不會構成本案具有獨特性的障礙。 
 
 
 
 

 
圖31  歐盟CDR-000602636-0003錶面設計 

                                                        
35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designs department – 

invalidity division, decision of the invalidity division of 16/07/09, file number: icd 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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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Mr. Paul Heimmbach的FarbfolgeⅡ錶面設計（2002年2月） 

 
 
 
 
 
 

 
圖33  Mr. Paul Heimmbach的FarbfolgeⅡ錶面設計（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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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 結 

由歐盟設計立法沿革的無效宣告判決可得知，所謂的「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

不是設計師，也不是設計專家或產品製造商，無需具有設計相關的專業知識，也不

用熟知該領域所有的設計或是產品的發展歷史，在Saucepan handles的無效宣告上訴

案件36中，上訴委員會（the Boards of Appeal）說明：醬汁鍋的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

至少要對於最近兩年醬汁鍋的設計趨勢，以及市場上賣得最好、最暢銷的醬汁鍋設

計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由此可得知，「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不是「路人甲」，

也不是商標法的「一般消費者」37，除了要有合理的觀察能力（能仔細的觀察）與

一般的辨識能力，對於註冊設計所實施或應用的產品要有相當的熟悉程度（必須高

於一般消費者），而且要瞭解該設計所應用之產品「近年的設計趨勢」與「市場情

況」38。 

綜上分析，歐盟設計中獨特性要件的審查是採取較低的門檻，審查時先分析註

冊設計與先前設計之間的差異，再以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的觀點觀看註冊設計是否

能產生出不同於先前設計之整體印象，如果不能產生不同的整體印象，註冊設計則

會被認定為不具有獨特性，而被宣告無效。以本章節前面所介紹的 J. Neves & 

Filhos, S.A.的兩個門把設計為例，(一)ICD 7166無效宣告中的門把設計（圖25所

示），與先前設計之間的差異不能產生不同的整體印象，被認定不具有獨特獨特

性，而被宣告無效。(二)ICD 7167無效請求駁回的門把設計（圖23所示），與先前

設計之間的差異會產生出不同於先前設計之整體印象，則被認定為具有獨特性。 

陸、中國外觀設計的創造性審查分析 

近年來，中國外觀設計的申請量大幅攀升，已位居世界第一，因為授權標準偏

                                                        
36 參照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The Boards of Appeal, DECISION of the Third Board of Appeal, of 2 August 2007, In 
case R 1456/2006-3-Saucepan handles. 

37 參照Woodhouse v Architectural Lighting [2006] RPC 1. 
38 參照葉雪美，解析設計專利的實質相同檢測與一般觀察者——從美國與歐盟設計的相關案例

談起，2009年交大全國科技法律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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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許多申請案的外觀設計是將現有的設計做簡單的變更修飾或拼湊而成，也能獲

准專利權，不但無法鼓勵產品外觀設計的創作活動，同時也危害社會公眾利益。中

國為了提高外觀設計的創新水平，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因此，在2008年修改的

專利法中提高外觀設計專利的授權標準，在專利法第23條增加類似「創造性」的規

定。 

中國專利法第23條第2款規定「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

計特徵的組合相比，應當具有明顯區別」，與第1款「授予專利的外觀設計應當不

屬於現有設計」之規定相比，這款規定提高授權標準，亦即外觀設計除了要具有新

穎性，也要符合「創造性」要件，這規定包含兩種含義：一、涉案專利之外觀設計

與每一項現有設計單獨比對，不僅不能在視覺上實質相同，還要達到明顯區別的情

況，清楚排除與現有設計雖不相同，但其間的差異對於整體的視覺效果並沒有顯著

影響的外觀設計；二、說明可將兩項以上的現有設計特徵組合與涉案專利之外觀設

計比對，判斷是否具有明顯區別，明顯排除將多項現有設計的特徵進行簡單組合而

成的外觀設計。 

一、外觀設計創造性之審查基準 

中國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四部分第五章無效宣告程序中，外觀設計專利的審查39

第6節中說明關於專利法第23條第2款的審查方式，且清楚對於「現有設計特徵」、

「轉用」與「獨特的視覺效果」加以定義。涉案專利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

的組合相比，如果符合下列三種情形，則認為不具有明顯區別： 

(一)涉案專利與相同或者相近種類產品現有設計相比不具有明顯區別； 

(二)涉案專利是由現有設計轉用而得，二者的設計特徵相同或僅細微差別，且

該具體的轉用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種類產品的現有設計中存在啟示（教

示）； 

(三)涉案專利是由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組合得到的，所述現有設計與其

                                                        
39 中國專利審查指南2010是在2006年版的基礎上，根據2008年12月27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專利法》和2010年1月9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以及實際工作需要修

訂而成，作為國家智慧財產權局部門規章，於2010年1月2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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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設計部分相同或僅有細微差別，且該具體的組合手法在相同或相近

種類產品的現有設計中存在啟示（教示）。 

現有設計特徵，是指現有設計的部分設計要素或者其結合，例如：現有設計的

形狀、圖案、色彩要素或者其結合，或者現有設計的某一組成部分的設計。轉用，

是指將產品的外觀設計應用於其他不同種類的產品，例如：將汽車的外觀設計轉用

到玩具、裝飾品、模型等產品上。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建築物、以及將無產品

載體的單純形狀、圖案、色彩或者其結合應用到產品的外觀設計中，也屬於轉用，

例如：將巴黎鐵塔的設計轉用到紙鎮、裝飾品的外觀設計。 

在中國專利審查指南2010中，引入「審查指南2006」所採用的「具有顯著影

響」的概念來定義「具有明顯區別」40。進一步規定在確定涉案專利與相同或者相

近種類產品現有設計相比是否具有明顯區別時，還應當綜合考慮下列因素： 

(一) 對涉案專利與現有設計進行整體觀察時，應當更關注使用時容易看到的部

位，使用時容易看到部位的設計變化相對於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部位的

設計變化，通常對整體視覺效果更具有顯著影響。 

(二) 當產品上某些設計被證明是該類產品的慣常設計（如易開罐產品的圓柱形

狀設計）時，其餘設計的變化通常對整體視覺效果更具有顯著的影響。 

(三) 由產品的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狀對整體視覺效果通常不具有顯著的影

響。 

(四) 若區別點僅在於局部細微變化，則其對整體視覺效果不足以產生顯著影

響，二者不具有明顯區別。 

如果涉案外觀設計是由現有設計經過轉用與組合的手法而得者，應當依照

(二)、(三)之規定綜合考慮。常用的設計手法包括：設計的轉用、組合、替換等形

式，如果經過前述的轉用、組合後的外觀設計能產生獨特的視覺效果者，則應認為

有明顯區別。 

獨特的視覺效果，是指涉案外觀設計相對於現有設計產生了預想不到的視覺效

果。在組合後的外觀設計中，各項現有設計或者設計特徵在視覺效果上並未形成互

相呼應的關係，而是各自獨立存在、簡單的加成，通常不會產生獨特的視覺效果。 

                                                        
40 參考尹新天，授與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條件，收錄於中國專利法詳讀，2011年，279-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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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田公司的汽車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行政訴訟 

本田公司擁有01319523.9號的汽車外觀設計專利權（如圖34所示，簡稱系爭專

利），雙環公司於2003年12月24日、新凱公司於2004年12月10日分別以日本1998年

3月9日外觀設計公報JP1004783（如圖35所示，簡稱證據1）向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

專利無效宣告請求。專利複審委員會將上述兩無效宣告請求案合案審查，2006年3

月7日，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第8105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宣告系爭專利無

效。本田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審法院維持專利複審

委員會的決定。本田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

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田公司向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圖34  本田公司01319523.9號的汽車外觀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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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日本外觀設計公報JP1004783 

 
再審階段，本田公司主張：(一)本案中，判斷外觀設計相同或相近似的主體應

當是對系爭專利「運動型多功能汽車」即SUV汽車，有常識性瞭解的消費者，即有

意願購買SUV類型汽車的購買者、SUV類型汽車的使用者，而二審判決卻將判斷主

體認定為對汽車產品有常識性瞭解的人，判斷主體認定錯誤。(二)二審判決將汽車

各個組成部分的形狀、相互之間的長、寬、高比例關係、車體整體形狀以及設計風

格作為整體觀察物件，而比例關係、車體整體形狀屬於SUV類型汽車的慣常設計，

對外觀設計的整體視覺效果不具有顯著的影響；本專利與證據1在前大燈、霧燈、

前護板、後組合燈、格柵、後保險桿等方面存在差異，除去慣常設計部分，這些差

異具有較強裝飾效果，對整體視覺效果具有顯著的影響。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本田公司的主張，2010年11月26日作出（2010）行提字

第3號行政判決書，撤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7）高行終字第274號行政判決、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6）一中行初字第779號行政判決；撤銷專利複審委

員會第8105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說明：專利複審委員會的決定以及原一、二審判決雖然都認

定了兩外觀設計之間的差別屬於「細微差別」，將該部分的設計特徵從汽車外觀設

計的「整體」中排除，實質上只著重對兩外觀設計的整體外形輪廓進行比較，並認

為汽車的整體外形輪廓對於一般汽車、並非系爭專利汽車的一般消費者視覺感受的

正面圖 背面圖 右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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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最為顯著，以至於錯誤地認定系爭專利與證據1外觀設計相近似，而判斷專利

權無效。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就系爭專利汽車而言，該類型汽車的外形輪廓都比較

接近，以致共同設計特徵對於此類汽車的一般消費者視覺效果的影響比較有限。相

反，汽車的前面、側面、後面等部位的設計特徵的變化，則會引起更多的注意。系

爭專利所示汽車外觀設計與證據1所示汽車外觀設計相比，在前大燈、霧燈、前護

板、格柵、側面車窗、後組合燈、後保險桿、車頂輪廓等裝飾性較強部位均存在差

別。特別是，系爭專利汽車前大燈採用近似三角形的不規則四邊形設計，配合帶有

小護牙的倒U形的前護板和中間帶有橫條的格柵；汽車側面後車窗採用不規則四邊

形設計，且後窗玻璃與後組合燈之間由窗框所分離，配合車身上部與下部的平滑過

渡；汽車後面採用後組合燈從車頂附近開始一直延伸至後保險桿翹起部的「上窄下

寬」柱形燈設計，配合帶有護牙的U形後保險桿，都比較凸出、醒目，具有較強的

視覺衝擊力。顯然，這些差別對於系爭專利汽車的一般消費者而言是顯而易見的，

足以使其將系爭專利圖片所示汽車外觀設計與證據1所示汽車外觀設計的整體視覺

效果區別開來。因此，兩者之間的差別對於系爭專利與證據1汽車外觀設計的整體

視覺效果具有顯著的影響，二者不屬於相近似的外觀設計。 

三、小 結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行提字第3號行政判決書中清楚說明下面幾個議

題：(一)汽車外觀設計的新穎性審查判斷；(二)特定產品的一般消費者的特質；(三)

創造性審查判斷的基本概念。以下逐一予以說明： 

(一)汽車外觀設計的新穎性審查判斷 

所謂「整體」包括產品可視部分的全部設計特徵，而非其中某特定部分；所謂

「綜合」是指對能夠影響產品外觀設計整體視覺效果的所有因素的綜合。因此，汽

車外觀設計的整體，不僅包括汽車的基本外形輪廓以及各部分的相互比例關係，還

包括汽車的前面、側面、後面等，應當予以全面觀察。在綜合判斷時，應當根據系

爭類型汽車的特點，權衡諸部分對汽車外觀設計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就本案系爭

汽車類型而言，因該類汽車的外形輪廓都比較接近，故該共通性設計特徵對於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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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一般消費者視覺效果的影響比較有限。相反，汽車的前面、側面、後面等部位

的設計特徵的變化，則會更多地引起此類汽車一般消費者的注意。 

(二)特定產品的一般消費者的特質 

中國外觀設計專利制度中新穎性與創造性審查的判斷主體都是採用一般消費

者，專利審查指南中規定，一般消費者的特質是，對於被比設計之產品同類或者相

近類產品的外觀設計狀況具有常識性的瞭解，對外觀設計產品之間在形狀、圖案以

及色彩上的差別具有一定的分辨力，但不會注意到產品的形狀、圖案以及色彩的微

小變化。所謂「常識性的瞭解」是指通曉相關產品的外觀設計狀況而不具備設計的

能力，但並非侷限於基礎性、簡單性的瞭解。例如：SUV類型汽車的購買者、使用

者不同於一般轎車的一般消費者。 

(三)創造性審查判斷的基本概念 

判決書中「本案訴爭專利與證據1汽車外觀設計在前大燈、霧燈、前護板、格

柵、側面車窗、後組合燈、後保險桿、車頂輪廓等裝飾性較強部位均存在差別，這

些差別對於本案訴爭類型汽車的一般消費者而言是顯而易見的，足以使其將本專利

圖片所示汽車外觀設計與證據1所示汽車外觀設計的整體視覺效果區別開來。」的

論述，說明了「創造性」要件基本概念，就是涉案專利與現有設計的差別是顯而易

見的，足以使一般消費者將外觀設計的整體視覺效果區別開來，也對於外觀設計整

體的視覺效果具有顯著的影響。 

柒、整體觀察與綜合判斷的比對原則 

一、判斷主體之一般設計者v.一般觀察者 

我國專利法第110條第4項規定，新式樣創作性之判斷主體為該新式樣所屬技藝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這是個法律概念中虛擬之人，應具有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

域中之通常知識及普通設計能力，且能理解、利用申請日之前的先前技藝。因此，

在認定申請專利之新式樣之實質內容是否具有創作性，應以能理解新式樣所屬技藝

領域普遍使用知識且具有普通設計能力之人為主體，也就是從事工業設計的一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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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者。我國新式樣專利之「創作性」對應於美國設計專利之「非顯而易知性」，都

是審查申請專利之設計能否產生不同於先前設計且獨特（顯著）之視覺效果，判斷

申請之新式樣與先前技藝間之差異是否易於思及，是依據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之

一般設計者的觀點。 

1952年的美國專利法規定，申請專利之設計必須符合的專利法第103條「非顯

而易知性」的法定要件。申請之設計是否屬於「非顯而易知」的評估，則須以「所

屬技藝領域通常水準設計者」的觀點，根據客觀的證據（先前技藝）而加以評估。

設計專利的非顯而易知性審查是以「揭示物品所屬技藝之一般設計者」的觀點予以

評估，「一般觀察者」與「一般設計者」身分與資格有很大的區別。 

美國海關與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也曾經

將一般觀察者的觀點應用在設計專利的「非顯而易知性」的評估中。然而，美國專

利法明白規定「非顯而易知性」的評估必須以「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的觀點為之，在In re Nallbandian案例中CCPA也清楚說明41：設計專利中「所屬技

藝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是指從事設計工作的「一般設計者」，並不包含「購買者

或消費者」，因此，CCPA自己推翻以前的判決，廢止這種不當的作法。 

二、整體觀察與綜合判斷的比對原則 

設計專利保護的是被應用於物品外觀形狀、花紋或色彩上的創新設計，而不是

保護製造的技術或設計的技藝，設計專利保護所強調的是創新設計給人的視覺印象

（感受）（visual impression），而不是保護製造的技術或設計的技藝。設計專利中

創作性的審查是在檢視設計專利與先前設計之間有差別的創新部分，是否能使整體

設計產生不同於先前設計的整體視覺印象42。 

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新式樣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章專利要件、3.3創

作性之審查原則」中清楚說明：新式樣專利係保護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其創作內

容在於物品外觀之設計而非物品本身。創作性之審查應以圖面所揭露之點、線、面

                                                        
41 參照In re Nallbandian, 661 F.2d 1214, 1216, 211 USPQ 782, 784 (CCPA 1981). 
42 參照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第三章專利要件、第三節創作性、3.2創作性之概念」創

作性之審查對象為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的整體設計，新式樣並非技術思想之創作，其創作內容

不在於物品本身，新式樣物品並無創作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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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的整體設計為對象，判斷其是否易於思及，易於思及之新

式樣即不具創作性。 

美國CCPA在Jennings案例43中清楚說明：在審查時，應將圖面中所揭示的整體

設計（design as a whole）與既有設計作整體的觀察比對，而不是選擇申請之設計的

某些特徵與「引證的先前技藝中某些設計特徵」分別予以比對，也不是申請之設計

與「結合引證的先前技藝中某些設計特徵」作選擇性的比較。 

我國與美國對於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審查，是核准授權之前進行實體審查，是以

一般設計者的專家觀點進行審查；而歐盟設計與中國是在設計專利無效宣告程序中

才進行創造性之審查，是以有一定認知的使用者或一般購買者的觀點進行判斷，無

論是前者或後者，原則上，創作性的審查都是以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方式為之。 

什麼是整體觀察的原則？設計專利係保護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創作性之審查

應以圖面所揭露之整體設計為對象，所謂「整體設計」包括圖面或產品可視的全部

設計特徵，而非其中某特定部分，例如圖144的第089054新式樣專利（會議電話

機）：圖面中所揭露之會議電話整體設計，無論是正面的主體、鍵盤、揚聲孔、側

面的弧彎內凹弧度、或底部的基座形狀等設計特徵，都是會影響該會議電話所產生

的整體視覺印象。 

所謂「綜合」是指對能夠影響產品外觀設計整體視覺效果的所有造形因素的綜

合。在審查過程中，雖可將整體設計就各個造形元件予以區隔論述，審究其是否已

揭露於先前技藝或先前設計之中，不過，並非就各項造形元件或零件、構件內容審

究其創作性，應綜合所有的造形因素，就整體設計判斷是否為易於思及，是否能產

生不同於先前設計的整體視覺印象。而不是將某些非主要特徵的造形因素排除，只

比對主要特徵部分，這種比較主要特徵的方式類似多餘指定原則，而中國最高人民

已在2009年4月終結「多餘指定原則」在專利侵權比對的應用，怎能再將這種過時

的原則適用於創作性的審查判斷呢？ 

審查創作性係就申請專利之設計與先前設計進行比對，應以整體設計為對象，

而非就產品之局部設計逐一進行觀察、比對。若該整體設計與先前設計之間雖不相

                                                        
43 參照In re Jennings, 182 F.2d 207, 86 USPQ 68 (CCPA 1950). 
44 參本文上篇，專利師，2011年7月，5期，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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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亦不近似，但該差異部分僅為其他先前設計之置換或組合等，或僅為局部設計的

改變、增加、刪減或修飾，且未能使整體設計產生獨特之視覺效果者，則應認定該

設計為易於思及，不具創作性；惟若該差異部分可使整體設計產生獨特之視覺效

果，則應認定該設計具創作性。 

另在設計實務中，設計者在做會議電話產品設計時，是以產品的整體設計作為

設計發展之依據，無論是正面、背面、側面、底部的元素都是可供設計創作的造形

元素：而且，一般購買者在選購商品時，要掏錢作購買決定前的觀察，不會只觀察

產品的正面、或使用時可視之部分，而不觀看產品的背面、側面或底面或其他可視

的部位（安裝於地面的大型機械與汽車除外）。 

因此，法院不應該以「一般使用者所注意者仍其正面視覺，而較不會注意底部

之設計」、「非普通消費者注意之部位」作為理由，認定該部位之設計特徵非系爭

專利之主要特徵，不會影響其正面予人整體視覺特徵，非屬新式樣專利有無創作性

審究之重點，而在創作性之比對論述時，擅自將其排除在外，這種類似「多餘指

定」概念的比對方式已違反「整體觀察」與「綜合判斷」的原則。 

捌、結語與建議 

一、創作性與新穎性的審查判斷不同，不可混淆誤用 

新穎性的審查是借用一般觀察者的觀點，針對兩個設計的整體設計所產生的視

覺印象是否會有混淆、誤認之虞，進行實質相同的評估。反觀，非顯而易知性的判

斷則是以「一般設計者」的觀點，針對申請專利之設計與相關的先前設計進行比

較，評估申請之設計與先前技藝之間的差異是否足以產生不同的整體視覺印象，兩

項檢測的性質與評估標準相差甚遠，不可混為一談，更不可將新穎性的判斷主體、

判斷方式誤用於創作性之審查判斷。 

這幾年，在設計專利舉發案的行政訴訟中，當事人的主張經常將新穎性的判斷

主體、判斷方式與創作性的判斷主體、判斷方式混淆在一起，也會將這兩種不同性

質的判斷主體與審查方式交互應用，而法院在判決中不但不糾正這種主張的錯誤，

而隨著當事人的主張對於系爭專利與引證案作出與專利法及審查基準不相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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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而且，這種有瑕疵的作法一再出現在智慧財產法院關於設計專利的判決中，

時日一久，只怕會積非成是，難免落人口實。當年美國CCPA也曾一度誤將一般觀

察者的觀點應用於創作性的審查判斷之中，後來，也是CCPA推翻以前的決定，廢

止這種不當的作法。為避免重蹈他人之覆轍，他山之石可供借鏡，希望智慧財產法

院在相關設計專利訴訟案中能詳加分析討論，適時予以匡正，廢止這種不當的審查

判斷方式。 

二、他國取得專利資料可供參考 

一直以來，我國廠商總是無法在競爭激烈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中取得領先優

勢，但也不想在市場上失去競爭優勢，不想在產品的流行趨勢中缺席時，只能考慮

對有領先優勢的熱門商品或是競爭對手的產品進行迴避設計。專利迴避設計是一種

合法的競爭行為，我們並不鼓勵抄襲設計，只是希望能藉由他人之設計激發更多更

好的靈感，能在相同的設計概念或流行趨勢中發展出更多不同的設計，正如同

CCPA在Laverne案例中所說的：法律雖對於這種帶領流行趨勢的新設計給予設計專

利的保護，但並不因此而阻斷該商業領域其他類似設計的發展45。因此，參考競爭

對手的產品，在相同設計概念或流行趨勢中發展出明顯不同的設計，如果設計間的

差異而讓消費者產生不同的視覺印象，這就是迴避設計成功的新設計。 

1992 年 ， 美 國 Polycom 公 司 推 出 三 角 形 星 狀 的 麥 克 風 電 話 產 品 （ speaker 

phone），將該產品的外觀申請且獲准美國D382,266號設計專利（如前期上篇的圖2

所示），之後，Polycom公司延續該設計概念與風格發展了不同的麥克風電話設

計，都申請了設計專利（如前期上篇的圖3之D 382,266設計專利與圖36所示之D 

480,059設計專利）予以保護。 
 
 
 
 
 
 
 
 
 
 
 
 

                                                        
45 參照In re Laverne, 356 F.2d 1003, 53 CCPA 1158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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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美國D 480,059設計專利（speaker phone） 
 
台灣有一家廠商E. Lead Electronic Co.（怡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也沿用三角形

星狀的設計概念開發了一型會議麥克風電話的產品，是將三角形星狀本體放大，中

心部分卡扣另一個小略微凸出的三角形凸部，1998年8月將該產品在美國申請設計

專利，1999年7月13日獲准美國D 411,995設計專利（如圖37所示）。另有孫文華先

生也沿用三角形星狀的設計概念發展一型會議電話的產品，由底部可看出基本構成

是一個三角形星狀結合一個卵形底座所構成之話機本體，2003年1月分別在台灣與

中國提出外觀設計的專利申請，2003年6月12日在美國提出設計專利申請，2004年6

月22日核准公告（如圖38所示），兩個設計專利的核准公告中，USPTO的審查員引

用的前案資料都有Polycom公司的美國D 342,732、D 382,266設計專利，由此可得

知，審查員將兩個設計分別與Polycom公司的設計比較之後，認為都具有新穎性且

符合非顯而易知性的專利要件而核准專利，這兩個設計應可算是迴避設計成功的案

例。 
 
 
 
 
 
 
 
 
 
        

圖37  美國D 411,995設計專利（Conference speaker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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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美國D 491,909設計專利（speaker phone） 
 
由於各國法制及審查標準不同，原則上，在設計專利舉發案件審查過程，專利

權人的系爭專利之對應案在他國取得專利的資料，不得作為系爭專利有創作性之有

利論據，本無疑義。例如：歐盟與中國的設計專利採用形式審查，沒有審查實體要

件，比較容易取得設計專利的保護，如果專利權人提供取得歐盟與中國的設計專利

資料，法院會認為無法作為系爭專利有創作性之有利論據，這種邏輯推論應無疑

義。 

可是，我國、美國與日本對於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審查，是核准授權之前進行實

體審查，都是以一般設計者的專家觀點進行審查判斷，我國廠商在日本、美國取得

設計專利的資料，尤其是美國設計專利公報上會列出審查人員檢索以及審查時所參

考引用的先前設計，如果專利權人提出系爭專利在美國之對應案取得設計專利的資

料，資料上所列出的引證先前技藝與舉發證據相同時，表示USPTO的審查人員將系

爭專利與舉發證據比較之後，仍認為其符合新穎性與創作性的要件，應核准授予設

計專利。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以「各國法制及審查標準不同」為理由，而認為「專

利權人的系爭專利之對應案在他國取得專利的資料，不得作為系爭專利有創作性之

有利論據」，不願加以審酌參考，實有商榷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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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強制授權「關鍵設施

理論」之應用 
——以中國大陸德先訴索尼案為論證 

曾文港
* 

壹、前 言 

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之際，重視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尤其是在歷年世界貿易組織

之支援下，透過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授權，其獲利已有逐漸取代傳統生產產品之態

勢。進一步言，智慧財產權之妥善運用已成為顯學，並在企業界之實際操作下動輒

幾億甚至數百億之專利權戰爭，甚至已成為企業存亡之關鍵。此種專利特殊獨占性

之保護與擴張結果，成為企業擴大營運與版圖之重要戰略要素，愈來愈多之公司企

業，無不卯足全力占據各專利版圖，逐漸形成專利壁壘甚至形成障礙，此不但阻礙

他競爭者之進入市場，同時妨礙市場之公平競爭性，嚴重阻礙科技產業之進步與發

展，並有擴大不公平競爭形成市場壟斷之情況。因此，如何於保護及維持公平競爭

中尋求平衡點，遂成為各國擬定智慧財產權策略之新課題。換言之，如何一方面，

確認智慧財產權法保護之獨占權能進行自我限制；另一方面，確認公平競爭相關法

律（大陸目前以不正當競爭法或反壟斷法來歸納）能對智慧財產權之行使達到限制

競爭之效果，同時還能保持到一定程度的寬容性，在這一點上，是一個嚴峻且不易

克服之課題。 

為了防止排他性最強之專利權極度擴張反而成為科技進步之障礙，各國之專利

                                                        
* 聯合光纖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務經理、中國政法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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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皆設有專利必須強制授權之規範，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之發展，這些必須強制授

權之規範已顯不足1，尤其面對各跨國公司不斷研發之關鍵技術性設置障礙（容下文

介紹），若不即時加以立法限制（必須予以規範使其強制授權他競爭者），將嚴重

影響開發中國家之科技發展與市場競爭力。就以台灣飛利浦案之判決2所衍生之問題

來看，飛利浦公司聯合其他大廠設置CD-R標準規範3之結果，使得其他市場上之競

爭者，無法公平進入市場且公平競爭，形成獨占濫用市場地位，但以當時公平交易

法第10條第2款、第10條第4款、第14條、第19條第6款及第24條規定，卻仍無法遏

止此種行為4。更有甚者，若飛利浦公司對公平會最新之處分案5，再循訴願、行政

                                                        
1 如台灣專利法第76條規定： 

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或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

不能協議授權時，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利權；其實施應以供應國內

市場需要為主。但就半導體技術專利申請特許實施者，以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為限。 
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確定

者，雖無前項之情形，專利專責機關亦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利權。 
2 行政院台90訴字第067266號訴願決定、行政院台90訴字第059443號訴願決定、行政院台90訴

字第067401號訴願決定、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6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19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88號判決廢止公平會處分書確定。 

3 飛利浦公司是一家國際性之CD（Compact Disk）大廠，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專

利數量排名第三之國際大廠，在1980年起陸續與相關製造CD大廠簽訂許可契約，並聯合日

本新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力公司）、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陽誘電公

司），協議共同制定數種類型之標準規格：計有紅、黃、綠、橘、白、藍六種規格皮書。協

議中規定所有CD-R之製造廠商均須遵循此技術規格，而在當時市場上並無第二種規格存

在。因此涉有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爲，尤其是1988年飛利浦公司聯合新力公司、太陽

誘電公司所共同制定之「橘皮書」將CD-Recordable盤及其格式定義，「橘皮書」-2、「橘

皮書」-3定義音樂CD、CD ROM及CD-RW規格，因之國內所有CD、CD ROM及CD-RW製

造商、工廠必須與之簽訂許可，否則完全無法生産。由於該集團採取專利聯營方式授權許

可，各成員間大量授權之結果，造成銷售價格大跌，又因包裹授權涉及有無搭售問題無法談

攏，權利金價格又因市廠價格低落而顯得價格過高不願降價，因之巨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巨擘公司）、達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致公司）、博新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稱博新公司）、精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精碟及國碩

等公司嗣後撤回檢舉）等科學園區CD-R製造商，乃憤而檢舉飛利浦公司等違反「公平交易

法」。 
4 相關飛利浦案之分析，參見曾文港，專利許可制度研究——以關鍵設施理論為視角，中國政

法大學智慧財產權法博士論文，2010年，120-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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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抗爭後，這件跨國公司係獨占事業且涉嫌濫用市場之特殊案件，又將繼續纏訟

十餘年，而此時無論是Audio CD、CD-R，乃至後來之主流DVD市場（現今業界競

爭市場，又將進入下一世代產品，是否藍光DVD未來也會有導致獨占市場濫用之疑

義？），都將因科技進步而淪為過往歷史及過時技術，屆時再多之正義判決，終究

又形成遲來之正義，所有產業傷害都已造成，透過冗長之訴訟爭訟過程，具壓倒性

地位之獨占市場侵害，使得這些眾多大廠商機喪失殆盡，縱然爭訟結果出爐，遲來

之正義亦非正義，遲來之法律保障挽救不及已灰飛煙滅之業者，而這些問題一日不

解決，一日都將再再輪迴不斷地侵蝕國家競爭力，其影響既深且鉅。 

由於飛利浦案國內學者著文評論甚多，如上相關爭議問題及訟爭仍將持續發

生，後續爭議問題如何演變，更值得進一步關注與分析。本文礙於篇幅，旨在觀察

中國大陸強制（許可）授權之發展，並進一步剖析實際案例，藉以拋磚引玉在兩岸

專利法修改之際，提升關鍵設施理論納入相關立法之考量。 

貳、關鍵設施理論 

一、關鍵設施理論之源起 

「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EFD）最早係援引自美國謝爾

曼法6第2條7：「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共謀壟斷州際間或與外國

                                                                                                                                                        
5 參 見 公 平 會 網 站 98 飛 利 浦 處 分 書 ——2009.10.29.(98) 公 處 字 第 156 號 處 分 書 ：

http://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upload。 
6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1890)，是1890年美國Ohio州參議員（John Sherman）提出之法

案，經當時之總統Benjamin Harrison簽署生效，其要求之重點主要是禁止企業或個人以聯合

（Combination）或共謀（Conspiracy）之方式，從事限制貿易或限制商業之行爲，諸如：價

格鎖定（Price Fixing）、市場瓜分（Market Division）、聯合抵制（Collective Boycott）、干

涉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拒絕與競爭者交易（Refusal to Deal）、搭售

（Tying, Tied Sale）、排他性專屬交易（Exclusive Dealing）等。 
7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1890), Section 2: Monopolizing trade a felony; penalty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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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商業和貿易，是嚴重犯罪。如果參與人是公司，將處以不超過100萬美元以下

罰款；如果參與人是個人，將處以不超過10萬美元以下的罰款，或三年以下監禁。

也可由法院酌情併用兩種處罰。」之規定而來，內容包含禁止任何人於進行商業行

為或貿易行為時為壟斷（獨占；monopolize）、意圖壟斷（attempt to monopolize）

或與他人共謀（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之行為，該法主要是針對

這些反托拉斯行為（Antitrust Act）而設，目的是企圖恢復自由公開競爭之環境，並

消除有害競爭之商業活動，因此成為反托拉斯法之基石。但當時並無創設「關鍵設

施」之名詞，而係最早由191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 Louis8（詳後述）一案提出，根據謝爾曼法認為壟斷（獨

占）行為屬於嚴重違法之行為（guilty of a felony），法律必須予以禁止而發展出來

之理論。晚近著名學者一般均以「關鍵設施理論」9、「必要設施原則」10、「核心設

施原則」11稱之；國內學者以「樞紐設施原則」12、「瓶頸設施理論」（Bottlenecking 

Facility Doctrine）13名之。惟，儘管翻譯名稱不同，其屬性本文認為應屬相同，均

指EFD，本文選擇以「關鍵設施理論」名之，除了表達其屬於關鍵性之核心技術係

瓶頸外（相對於其他設施而言），此關鍵設施甚至已成為競爭之障礙，雖然俱為核

心技術設施，但若非關鍵性之核心技術則仍不在此類型；而瓶頸設施雖亦非常貼近

其概念事實，但相較於「關鍵設施」似乎後者更能說明該設施之特性，即：非絕對

無可替代性（他人無法以合理代價取得，亦屬此之不可替代性）、非獨占者要花費

更大費用、耗費更多社會成本、資源浪費及不必要性、不符人類促進科技進步之宗

                                                                                                                                                        
exceeding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8 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 Louis, 224 U.S. 383. 
9 參見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強制許可範圍，公平交易季刊，2007年1月，15卷1期，

25-28頁。 
10 參見江山，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規制中的必需設施規則，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8

年，4期，109頁。 
11 參見李劍，反壟斷中核心設施的界定標準，現代法學，2009年，31卷3期，69頁。 
12 參見張長樹，樞紐設施原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21頁。 
13 參見宋皇志，技術許可之法制規範——以瓶頸設施理論在專利強制許可之應用爲中心，國立

清華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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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等等特徵，所以不僅僅為瓶頸，而是很多瓶頸設施中已成為關鍵性者，才是

欲討論之議題，因其已形成為競爭市場之障礙，若以「關鍵設施」名之，將更能符

合本文之論述其障礙性及擴及智慧財產權之運用，故後文將統一以「關鍵設施理

論」為名。至於現階段是否「關鍵設施」只形成「原則」尚未形成「理論」之疑

義，則應留待後續學者推展與實務界之發揚光大，本文暫不擬於名詞上著墨，先認

為係「理論」而名之。 

EFD理論之設施，綜合歐美案例經驗係指：當一獨占者擁有一「關鍵設施」卻

拒絕將其提供給現存競爭者或潛在之競爭者使用時，倘若競爭者在合理的努力範圍

內無法複製該設施，且其拒絕無合理的技術或商業上之理由，便有關鍵設施理論的

適用，該獨占者有將其關鍵設施無歧視（無不公平對待）地提供給現有或潛在的競

爭者使用的義務。當然並非所有被獨占的設施都會變成「關鍵設施」，唯有當一個

設施可以令其他人無法取得，且其他人無法合理地或實際地複製時，該設施才會變

成「關鍵設施」。 

但最初「EFD理論」之提出，原是用在硬體基礎設施上發展而來，近年來尤以

用在電信法上特別重要，要求關鍵設施所有人對於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之，例如台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7條14：經營者或取得籌設

同意書者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

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代者，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

業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設施。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經

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另外2004年修訂之「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規範說

                                                        
14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7條：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

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

代者，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設施。前項共用管線基

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經營者相互間應以平等互惠之方

式，協商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收費條件、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共用部分發生毀損或通信中

斷情事之處理方式、通信品質與安全、雙方責任分界點及其它有關事項。雙方簽訂共用協議

書後，應於一個月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若無法於開始協商後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或未能於請

求後一個月內開始協商者，任一方得請求主管機關調處之。第一項所稱之瓶頸所在設施，由

主管機關核定之。（2009年9月2日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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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5第五點之例五，即有針對樞紐設施是否僅限於實體電信設施之議題，提出說

明：樞紐設施原則之概念係起源於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判例法，發展至今樞紐設施原

則演變為具有多重概念的抽象定義，所指的「設施」也不再局限於有形的鐵路橋、

電力傳輸線或電信網絡等傳統設施的概念，而逐漸包含無形的服務。以電信市場來

說，樞紐設施可能是一個實體的設施（例如：電信網絡、管線、渠道、人孔、電杆

或鐵塔）、空間（例如：機房共置、大樓電信室），也可能是一項服務（例如：帳

務處理服務）、功能（例如：緊急電話服務）、能力（例如：特定國際路由的海纜

頻寬接取）或資訊（例如：SS7信號系統或數據庫之接取）。通常，樞紐設施認定

是採取事後的方式，本會不會預先認定哪些電信設施、服務、功能、能力或資訊是

樞紐設施，而是在具體個案發生後，由當事人依照前述的原則，舉證證明系爭電信

設施、服務、功能、能力或資訊構成或不構成樞紐設施。此即為此理論應用於固

網、電力管道、電信、其他事業法源之濫觴。隨後此理論並發展於智慧財產權及其

許可應用上，尤其是可否引為鬆綁強制許可（授權）16之要件？逐漸開始由學者間

提出討論，相關後續探討容本文後續內容提出分析。 

二、關鍵設施理論之案例發展 

前已述及關於「EFD理論」之發展，應追溯至191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 Louis17一案之判決。本案應該可

說是關於「EFD理論」之啓蒙，案情簡介如下：被告Terminal Railroad公司，是由二

家連橋之鐵道公司St. Louis Bridge及Merchants’ Bridge，加上渡輪公司Wiggins Ferry

所聯合經營（以下稱為TR公司），該公司掌握所有行進St. Louis河谷地形之鐵路跨

河設施，並拒絕提供予競爭對手使用18，造成排除（等於驅除）其他跨河設施競爭

者進入都會區，無法自由競爭。美國政府（United States）乃提起訴訟，認為被告違

                                                        
15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令，公壹字第0930002754號，《修訂「公平交易法對電信事業規範說

明」》，2004年4月9日。 
16 台灣專利法稱強制授權為特許實施，大陸專利法則稱為強制許可。一般大陸稱許可實施，即

為台灣稱授權實施之意。 
17 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of St. Louis, 224 U.S. 383, 32s. Ct. 507 (1912). 
18 Id. at 3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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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1890年制定之謝爾曼法。本案上訴至最高法院認為被告TR公司擁有強大市場力

量，其拒絕提供予其他鐵路公司使用之行為，已破壞市場之自由競爭，構成壟斷未

遂行為。因此本案一般認為此即「關鍵設施理論」之啓蒙，雖然判決中未有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字眼出現，但破壞自由競爭及禁止壟斷之概念已然萌

芽。 

本案事隔多年後於1973年終於又有相關案例——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19，案情簡介如下：Otter Tail為一家業務橫跨三州（Minnesota,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之retail零售配電商（私營電力公司），掌握三州達465個城鎮之零售

配電。1945年起其他城鎮計畫另興建公營配電系統，但必須使用被告擁有之輸電設

施，但被告拒絕批發電力給這些自建電力設備之地區，也拒絕輸送購置於其他業者

之電力至這些城鎮，因此美國政府提起本訴訟。下級法院予以肯認，但Otter Tail上

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被告具有市場上之策略支配地位，其拒絕互連及代輸

電力係為防堵公營系統影響其於市場之壟斷地位，此係阻礙競爭之權利濫用，核其

行為違反謝爾曼法。本案當時「EFD理論」雖仍未出現，但最高法院指出被告不得

以不當之競爭方式使用壟斷市場之力量，破壞自由競爭甚至消滅競爭力量。本文認

為最高法院累積此種見解，已為此類判例之案件奠定基礎，為隨後之「EFD理論」

起到了一定之醞釀作用。 

參、關鍵設施理論在歐美國家專利強制授權之運用 

一、源自於美國發展於歐盟 

針對前述之歐美國家歷年實際案例演變，從最原始之美國謝爾曼法起源，迄今

之微軟被美國司法部控訴違反謝爾曼法（1890）第1條、第2條規定，而提起之反托

拉斯訴訟案20；再加上歐盟《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修訂版》21第82條規定（原版為

                                                        
19 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 410 U.S. 366 (1973). 
20 同前註；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Microsoft Corp., Civ. Action No.94-1564 (D.D.C. July, 

1994). 
21 http://europa.eu/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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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條，現新版為第82條22）之不正當競爭法案例演變，我們發現就智慧財產權領

域之獨占性特徵而言，如何確認智慧財產權法所保護之獨占權進行自我限制；同

時，確認不正當競爭（或國內之公平競爭法）能對智慧財產權之行使，達到限制競

爭之效果，並給予一定程度的寬容性。似乎在這一點上，是一個嚴峻且不易克服之

課題。 

二、歐美案例規則歸納 

關鍵設施理論雖啟蒙於美國，但在後續之發展演變中，掌握世界上最多關鍵技

術之美國一度都是採取飄忽不定之概念，深怕破壞或影響及其於專利關鍵技術之領

導地位，因此，本文觀察EFD理論在後續實際案例之實務上，無疑地，歐洲之發展

是較具體而完整的。本文由於篇幅之關係，僅就有代表性之實際案例相關判定原則

來觀察及介紹，試將歐美法院適用EFD理論之主要規則，以表格方式歸納如下： 
 

歐美法院案例就「關鍵設施理論」歸納之原則 
 

案例 
法規依據 

美國法院提出之 EFD判斷規則 

一般學者咸以1890年提出之

謝爾曼法第2條作為此理論

源起之依據 

˙MCI標準 
（1983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Inc.）23 
適用關鍵設施理論必須具備四個要件（這是美國法院首次

提出之認定標準）： 
1. 設施為該壟斷者所控制（control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y 

by a monopolist）； 
2. 競爭者無法在合理條件下複製該設施（a competitor’s 

inability practically or reasonably to duplicate the essential 
facility）; 

3. 拒絕競爭者使用該設施（ the denial of the use of the 
facility to a competitor）; 

4. 壟斷者提供該設施是可行的（the 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 

                                                        
22 《歐盟條約》在經過 1997 年《阿姆斯特丹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 2 October 1997）

修正後，原本第86條修正爲第82條（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 Treaty）。 

23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Inc., 708 F.2d 1081 (7th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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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法規依據 

歐洲法院提出之 EFD判斷規則 

《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修訂

版》第82條規定（原版為第

86條，現新版為第82條） 

˙CSC標準 
1974 Commercial Solvents v. Commission 案

24
， 被 告

Commercial Solvents Corporation（以下稱CSC）法院之認

定原則，稱為CSC標準： 
即當事業體有下列情形存在時，成為關鍵設施有繼續供應

該關鍵設施之義務： 
1.當具有支配力之廠商係一獨占事業； 
2.其拒絕供給對於該原料的主要需求者造成極大影響； 
3.拒絕供給欠缺客觀上之理由；以及 
4.拒絕供給對於歐盟之競爭環境造成嚴重影響。 
 
˙Magill標準： 
1991 Magill TV Guide Ltd.25

一家愛爾蘭公司，控告RTE、
RTE & ITP等公司，1993年4月ECJ裁決將此二案合併審

理，法院認定三個檢驗標準，稱為Magill標準。 
Magill案法院認為要認定是否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應

就三要件來檢驗： 
1.企業占據市場支配地位； 
2.無正當理由； 
3.從而限制或消除了競爭。此即為Magill標準。 
 
˙IMS標準： 
2004 IMS Health 1860磚塊結構案認定標準（2004 NDC 
Health GmbH & Co. KG  v.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26

。 
法院認為，被告是否構成濫用著作權人權利，而有違反歐

                                                        
24 Commercial Solvents v. Commission 7/73 (1974) ECR223. 
25 Radio Telefis Eireann (RTE)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Second Chamber) of 10 July 1991. Case T-69/89; 
Radio Telefis Eireann (RTE) and Independent Television Publications Ltd. (ITP)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petition -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 Copyright. Joined cases 
C-241/91 P and C-242/91 P. 

26 NDC Health GmbH & Co. KG. and NDC Health Corporation v.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IMS Health Inc. C-481/01 P(R), Judgment of ECJ 11 April 2002;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GmbH & Co. KG. (C418/01), Judgment of ECJ, October 02, 
2003, European Court reports 2004 Page I-0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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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法規依據 

歐洲法院提出之 EFD判斷規則 

盟協定條約第86條之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應認定下列三個

原則
27
： 

1. 若潛在競爭事業者拒絕其他非市場支配者之產品（已有

著作權保護），並已依賴該數據庫資料設定為系統時，

此時該市場支配者卻拒絕將該數據庫授予許可給該競爭

事業者使用，則此種拒絕是否違反歐洲條約第82條？ 
2. 若市場支配者一開始即有讓潛在競爭事業者參與數據庫

之開發，則此種事實情狀是否影響到對該市場支配者有

無濫用市場地位之判斷？ 
3. 若向來均採用市場支配者產品之潛在競爭事業者，改採

用其他競爭對手之數據庫產品，則因此增加之實質費

用，是否影響及該市場支配者有無濫用市場地位之判

斷？ 

                                                                                                                                                        
27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GmbH & Co. KG. (C418/01), Judgment of ECJ, 

October 02, 2003, European Court reports 2004 Page I-05039, On that point the referring court 
adopts the conclusions arrived at by the Commission in regard to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ccupied by IMS. (28) However, in order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 refusal 
by IMS to grant a licence constitutes a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the Landgericht seeks a 
ruling by the Court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Is Article 82 EC to be interpreted as meaning that there is abusive conduct by an undertaking 
with a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market where it refuses to granta licence agreement for the use of a 
data bank protected by copyright to an undertaking which seeks access to the same geographical 
and actual market if the participan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arket, that is to say potential clients, 
reject any product which does not make use of the data bank protected by copyright because their 
set-up relies on products manufactured on the basis of that data bank? 
2) Is the extent to which an undertaking with a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market has involved 
persons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bank protected by 
copyright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of abusive conduct by that undertaking? 
3) Is the material outlay (in particular in regard to costs) in which clients who have hitherto been 
supplied with the product of the undertaking having 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would be involved 
if they were in future to go over to purchasing the product of a competing undertaking which does 
not make use of the data bank protected by copyright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of abusive conduct by 
an undertaking with a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market? 

28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GmbH & Co. KG. (C418/01), paragraphs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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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法規依據 

歐洲法院提出之 EFD判斷規則 

最高法院最後認為已有著作權保護之1860磚塊結構，若成

為其他潛在競爭者不可或缺之資料時（諸如已形成產業標

準），則各會員國法院應加以審酌該資訊使用者： 
1.曾經參與開發此項結構的程度； 
2.以及改採其他結構時所必須耗費之成本。 
法院認為透過這樣之判斷

28
，此時市場支配者雖擁有著作

權應受著作權之保護，但符合1.、2.二種情況時卻拒絕授

予許可，即屬於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歐洲條約第82
條。 

符合為關鍵設施之效果 當一獨占者擁有一「關鍵設施」卻拒絕將其提供給現存競

爭者或潛在之競爭者使用時，倘若競爭者在合理的努力範

圍內無法複製該設施，且其拒絕無合理的技術或商業上之

理由，便有關鍵設施理論的適用，該獨占者有將其關鍵設

施無歧視（無不公平對待）地提供給現有或潛在的競爭者

使用的義務
29
。 

 
至於，中國大陸乃至台灣相對於此類理論之應用，則相對較少，本文以下就先

前大陸四川地區一家電池生產商德先公司起訴索尼公司乙案，將其以「EFD理論」

之原則來分析。 

肆、以關鍵設施理論分析德先公司訴索尼公司案 

歐美地區關鍵設施理論正蓬勃發展之際，無獨有偶，中國大陸亦有一家電池生

產商德先科技公司起訴索尼公司，開啓了中國第一起針對跨國公司濫用智慧財產權

之反壟斷訴訟，激起了對此議題之探討。但本案起訴之時（2004年11月2日），中

國之《反壟斷法》尚未公布（2007年8月30日公布），顯然在當時現行法律無法有

效規制，但是即便現行已公佈施行之際，是否即能就此問題加以解決，或者，援引

關鍵設施理論來判斷即可釐清？必須就此個案來探討分析一番。 

                                                        
29 由於關鍵設施理論，無論在中國大陸、台灣均未有法律明訂條文，因此本論文主張應於專利

法之立法中明定，使得關鍵設施理論得作爲專利強制許可、專利特許實施之法源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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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日，德先告索尼案（Dexian Corp. v. Sony Corp.）案30 

案情簡介：被告Sony Corp.是一家成立於日本之跨國公司，全世界知名且產品

行銷全世界，屬世界500強之大型企業，本案系爭之關鍵在於索尼生產之數碼攝像

機和數碼照相機，使用特殊之智慧識別技術「InfoLITHIUM」，此種技術使得非索

尼生產之電池，不為索尼產品辨識進而無法使用。因此這家設立於四川之國內企業

德先科技公司，提起民事訴訟告索尼公司，要求索尼在中國立即停止使用「索尼」

牌鋰電池的特殊智慧識別技術「InfoLITHIUM」系統，同時要求索尼在中國停止在

生產數碼攝像機和數碼照相機時使用智慧識別技術。訴狀指出：該「智慧識別技

術」，是指索尼數碼攝像機和數碼相機等數碼產品對電池附加的智慧密鑰識別系

統。通過這一系統，電池都只有附加密碼才能為索尼的數碼產品所識別並使用31。

因此，德先認為索尼的智慧密鑰識別系統，已造成所有之電池製造廠進入此市場之

門檻，除非每個電池廠都自行開發解碼器或解碼軟體，將索尼之密鑰識別系統解

碼，方可將其所生產之電池，使用在索尼之數碼攝像機和數碼照相機上，因此德先

公司率先提起本訴。 

本案是中國非常重要之反壟斷案件，等於為維護公平競爭、禁止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及反壟斷法等競爭法案開啓了先河，有幸將成為最具指標性之判例，只是很可

惜德先公司可能早告了幾年，中國之《反壟斷法》直到2008年8月01日才開始施

行，在本案之法律適用上，終究不能溯及既往，顯然也很難直接援引反壟斷法來判

斷。以當時之現有法律來認定，則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一、以中國大陸反不正當競爭法來規制 

依《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規定：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當遵循自願、平

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是指

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本

                                                        
30 參見李劍，從搭售構成到市場的關聯性——對德先訴索尼案之思考，河北法學，2008年6

月，26卷6期，96-101頁。 
31 由於資訊問題無法搜尋到該案判決內文，目前本文僅參見新華網2007年01月18日 07:30:36

刊載之議題：《德先訴索尼電池涉嫌不正當競爭案在滬開庭報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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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的

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從上述規定可知，若以反不正當競爭法來制約本案被

告（經營者），至少必須先舉證證明經營者違背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且其設定密

鑰識別系統之行為，損害其他經營者（如原告）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或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即已達第

6條規定之獨占行為32）；或有第12條之搭售行為33，這個舉證責任不易也不可能，

尤其這又是受中國專利法保護之特有權利，按此法律亦無法判定被告其維護專利之

排他權行使，已達擾亂社會經濟秩序之情況。 

二、以中國大陸合同法來規制 

《合同法》第329條（1999年實施版）規定：非法壟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或

者侵害他人技術成果的技術契約無效；第343條規定：技術轉讓契約可以約定讓與

人和受讓人實施專利或者使用技術秘密的範圍，但不得限制技術競爭和技術發展。

從以上法條規定可知，關於非法壟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或者侵害他人技術成果的

契約約定是無效的，換言之是自始無效（無待事後廢止該契約即自始無效，這樣之

規定在法律實務上通常被稱為是「霸王條款」，尤其是第329條直接規定非法壟斷

技術、妨礙技術進步或者侵害他人技術成果等技術契約無效，故只要認定是上開涉

及非法壟斷、妨礙技術進步都是無效之契約，不管是技術轉讓、轉化、專利許可等

都會因之無效，而這些原本已歸屬權利人之專利權利不受影響，但是對外關係上之

技術許可或其他相關之合作契約等，都會因為屬非法壟斷而無效。這樣之規定理論

上非常直接也有效，然而什麽是非法壟斷，什麽是妨礙技術進步、限制技術競爭，

都必須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方能據以判定。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占地位的經

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9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三次會議通過）第12條規定：經營者銷售商品，不得違背購買者的意願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

他不合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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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解釋來規制 

所幸上述第二點《合同法》之不足部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技術合同糾

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解釋》34曾就何謂非法壟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做出明

確定義及解釋： 

(一)限制當事人一方在契約標的技術基礎上進行新的研究開發或者限制其使用

所改進的技術，或者雙方交換改進技術的條件不對等，包括要求一方將其

自行改進的技術無償提供給對方、非互惠性轉讓給對方、無償獨占或者共

用該改進技術的智慧財產權； 

(二)限制當事人一方從其他來源獲得與技術提供方類似技術或者與其競爭的技

術； 

(三)阻礙當事人一方根據市場需求，按照合理方式充分實施契約標的技術，包

括明顯不合理地限制技術接受方實施契約標的技術生產產品或者提供服務

的數量、品種、價格、銷售渠道和出口市場； 

(四)要求技術接受方接受並非實施技術必不可少的附帶條件，包括購買非必需

的技術、原材料、產品、設備、服務以及接收非必需的人員等； 

(五)不合理地限制技術接受方購買原材料、零部件、產品或者設備等的渠道或

者來源； 

(六)禁止技術接受方對合同標的技術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異議或者對提出

異議附加條件。 

上述就何謂非法壟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做出之六項解釋，可謂非常明確，

尤其就技術提供之相關類型、態樣；相關提供技術服務的數量、品種、價格、銷售

渠道等都有詳細規定，卻很可惜竟仍無法解決本案，似乎索尼之行為態樣已預先作

了預防，他們是從技術本身上出發，從本身技術之提高門檻（設計智慧密鑰識別系

統是一種技術上之門檻）來限制，而不是從對外許可、轉讓、技術契約之合作關係

上出發，因此，無論規定多少態樣，竟仍無法規制此類行為。因此論者相信，本案

承審法官在面臨本案無法可規制之情形下，選擇回歸現行法律規定來判斷（除非有

                                                        
3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於2004年11月30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335次會議通過，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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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美法之法官造法創設案例法來規制，並訂出規則），當然從實務之角度來看，

德先公司若於此時先行撤回訴訟（他日再伺機起訴），則是暫時避免法律尷尬期之

良策。 

四、以其他相關法律、法規、行政命令來限制 

(一)《反壟斷法》尚未施行前（2008年8月1日以前）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條例》第29條35規定，列舉七項技術進口契約

中，不得含有之限制性條款： 

1.要求受讓人接受並非技術進口必不可少的附帶條件，包括購買非必需的技

術、原材料、產品、設備或者服務； 

2.要求受讓人為專利權有效期限屆滿或者專利權被宣佈無效的技術支付使用費

或者承擔相關義務； 

3.限制受讓人改進讓與人提供的技術或者限制受讓人使用所改進的技術； 

4.限制受讓人從其他來源獲得與讓與人提供的技術類似的技術或者與其競爭的

技術；  

5.不合理地限制受讓人購買原材料、零部件、產品或者設備的渠道或者來源；  

6.不合理地限制受讓人產品的生產數量、品種或者銷售價格。 

7.不合理地限制受讓人利用進口的技術生產產品的出口渠道。 

其中第三項提到：限制受讓人改進讓與人提供的技術或者限制受讓人使用所改

進的技術，關於此限制受讓人使用所改進的技術之規定，如果援引為本案索尼公司

於讓與智慧密鑰識別系統技術時，作為限制之理由時，應可以奏效，但很可惜的是

索尼公司以其技術受專利法保護為由，而依法拒絕讓與，因此尚不得以此項條文規

制其行為；另，第四項提到：限制受讓人從其他來源獲得與讓與人提供的技術類似

的技術或者與其競爭的技術，這部分本文認為或可引為根據，由德先公司等另向他

權利人或其他來源之權利人處獲得之類似的技術或競爭的技術購得或受讓時，索尼

公司即不得拒絕，否則即為本法之違反。惟，市場上有無此類已解譯之技術或開發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2001年10月31日國務院第46次常務會議通過，

2001年12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31號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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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能否競爭則是另一個競爭法上可否限制之議題。其次，依《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外貿易法》第30條規定，智慧財產權權利人有阻止被許可人對許可契約中的智慧

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質疑、進行強制性包裹授權、在許可契約中規定排他性返授條

件等行為之一，並危害對外貿易公平競爭秩序的，國務院對外貿易主管部門可以採

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由此規定，德先公司等可主張有阻止提出有效性提出質

疑、強制性包裹授權、定排他性返授條件、危害對外貿易公平競爭秩序等四種情形

之一，即要求國務院對外貿易主管部門用行政命令或依職權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消除

危害。但似乎這都是在簽訂契約時之約束行為，可藉此法規採取必要的措施，甚或

要求簽訂契約之權利人停止行為，可惜的是，從現行公開之有限資料中，尚不知索

尼公司有無曾與德先公司等簽訂契約之行為，若無相關之許可契約簽立，則似乎仍

無法以此對外貿易法相繩。 

(二)《反壟斷法》施行後（2008年8月1日以後） 

德先案援引上述諸法規時，在《反壟斷法》尚未施行前，確實必須面對一些問

題，無法以當時之現行法律解決，但2008年8月1日《反壟斷法》開始施行後，是否

即能直接援引本法據以判決？本文試分析如下： 

依《反壟斷法》第55條規定36，經營者依照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

規定行使智慧財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智慧財產權，排除、

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本條規定既是豁免責任——有依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

者，諸如專利法、著作權法等，不適用反壟斷法約束；但同時又是約束責任之條

款——即有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經營者，若有濫用智慧財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

為時，則適用反壟斷法。睽其立法真義，不外是有利用合法之智慧財產權人（經營

者），除了一般法規定之權利行使外，對於行使權利中，有限制競爭、排除競爭之

行為時，則應仍受本法規範。所以，本案中之索尼公司，雖主張已獲專利權之保

護，可以拒絕將其獨家之智慧密鑰識別系統許可他人使用，但是當其拒絕許可之同

時，形成限制競爭、排除競爭之行為時，則屬於反壟斷法之禁止行為。 

因此索尼公司之拒絕許可，是否形成限制競爭、排除競爭之行為則為本案關

                                                        
36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

九次會議通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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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依《反壟斷法》第3條規定：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包括：1.經營者達成壟斷協

議；2.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3.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

者集中。 

首先，本案例事實中，並未發現索尼有與其他公司達成第1款所述之壟斷協

議；其次，有無第2款規定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在《反壟斷法》第17條規定很明

確，即：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從事下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1.以

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2.沒有正當理由，以低於成

本的價格銷售商品；3.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4.沒有正當理

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或者只能與其指定的經營者進行交易；5.沒

有正當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時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條件；6.沒有正當理

由，對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差別待遇；7.國務院反

壟斷執法機構認定的其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本法所稱市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內具有能夠控制商品價格、數

量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

位。另外，有第19條規定之下列情形，亦可以推定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1.一

個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達到二分之一的；2.兩個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

份額合計達到三分之二的；3.三個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合計達到四分之三

的。 

有前款第2項、第3項規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經營者市場份額不足十分之一的，

不應當推定該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有證

據證明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不應當認定其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從以上規定分析本案，有諸多學者之看法不同，有認為索尼在中國數碼攝像

機、數碼照像機市場類別中，確實是達到占有市場支配之地位37；亦有學者認為依

                                                        
37 參見張波，德先訴索尼壟斷案及其啓示——智慧財產權濫用反壟斷規則之實證分析，知識產

權，2006年，16卷4期（總第94期），52頁；參見肖黎明、謝冠斌，從德先訴索尼案看智慧

財產權濫用的反壟斷規則，法苑博覽，2007年，8期，48頁；參見蔣加偉，德先訴索尼一案

引發的對我國構建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體系的思考，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2007年，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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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份額之實證分析索尼不具有市場支配之地位38，從而當然不屬於濫用市場支配

之地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前提必須先有市場支配之地位，否則無從濫用）39。 

最後，有無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之情形？依反

壟斷法第20條，經營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 

1.經營者合併； 

2.經營者透過取得股權或者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 

3.經營者透過契約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

加決定性影響。 

在本案已公布之事實中，未發現索尼公司有《反壟斷法》第20條規定之：經營

者合併、經營者透過取得股權或者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經營者

透過契約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

響。因此索尼公司於經營中並未有觸犯反壟斷法第20條規定禁止之經營者集中情

事，非常明確。至於有無達到佔有市場支配之地位，從上述學者及《反壟斷法》第

19條規定之分析中，可以瞭解本案除非法院以真正市場份額之數據為依據，判斷索

尼公司被訴之事實：在經營中於相關市場內具有能夠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者其他

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位時，方能

以此規定判定索尼公司具有市場支配地位，進而以《反壟斷法》第3條第2款之濫用

市場支配地位來相繩。以目前所知事實，加上酌以諸先進學者收集之數據分析來

看，本文認為索尼公司並未達到市場支配地位。 

伍、結 論 

從大陸《反壟斷法》之規定歸納幾個本案之事實加以判斷後，發現本案被告索

尼公司從根本之技術上出發——即提高技術門檻，同時又挾其於內地已獲得之智慧

財產權保障（本案為專利權保護）作為屏障。依《反壟斷法》第3條規定，壟斷行

                                                        
38 參見李劍，註30文，96頁。 
39 參見戴維‧克蘭頓，就德先訴索尼一案分析市場支配地位及其濫用之認定，法苑博覽，2007

年，8期，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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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包含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等行為且按《反壟斷法》第55條規定經營者有濫用智慧

財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時，仍將適用反壟斷法來規制。然而，通過上述之

分析，本文認為就本案而言，仍使法院無法援引為足夠之判斷依據，如能以專利之

關鍵設施理論來制約，則恰可解決反壟斷法所不及規範之處。 

關鍵設施理論，判斷標準為何？本文認為美國1983年之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Inc.40案所創立之MCI標準（參前述第一節介紹之美國案例研究），

可援引為判斷基準： 

一、設施為該壟斷者所控制； 

二、競爭者無法在合理條件下複製該設施； 

三、拒絕競爭者使用該設施； 

四、壟斷者提供該設施是可行的； 

本文認為此四個標準，可以藉以判斷該設施（即智慧密鑰識別系統），是否已

成為關鍵設施，從而適用關鍵設施理論必須強制許可之規定（即強制將此技術許可

許可他人使用）：一、設施為該壟斷者所控制：本案索尼公司，其研發之智慧密鑰

識別系統確為其所獨家控制，甚者，索尼公司不願授予許可他人使用、複製原始

碼，從而達到完全控制之效果；其次，二、競爭者無法在合理條件下複製該設施；

三、拒絕競爭者使用該設施：由於索尼公司從頭到尾均不願授予許可他人使用、複

製原始碼，加上他人開發或破解此一智慧密鑰識別系統，必須花費巨額代價，致使

此技術幾乎形成瓶頸（關鍵設施之相對不可替代性），阻礙所有能進入、製作電池

之廠商，從而造成索尼公司之產品，只能使用其獨家之電池系統（排除正當競爭者

進入此市場）；另外，四、壟斷者提供該設施是可行的：在本案事實中，查無其他

索尼公司不同意許可之理由，況且，中國大陸其他電池廠商亦非不願意支付相當之

許可權利金，同時，在技術上提供該設施亦非不可能。因此，透過這四個判斷標

準，索尼公司之智慧密鑰識別系統，已成為此類市場之關鍵設施，必須被強制許可

（當然支付相對應之權利金仍是必須的）。惟，很可惜的，此最為關鍵之典型案

                                                        
40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Inc., 708 F.2d 1081 (7th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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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後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卻於程序面在形式上將之駁回而終告確定41，令人非常

遺憾。 

當然，若相同之本案事實發生於台灣，按目前公平交易法之判斷42，相信仍與

飛利浦案結果相同，透過現行法相關規定仍無法排除索尼公司在技術上設置門檻所

造成之濫用市場狀況，仍必須按前述關鍵設施理論之判斷基準，針對此類技術之瓶

                                                        
41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日前駁回原告之訴訟，未進一步爲實體判決，僅於程式面在形式

上（欠缺證據）給予了判決（錯失開啓中國第一件關鍵設施理論發展之判決契機）：上海市

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審查本案事實後認爲，兩被告確實在數碼攝像機、照相機及其配套的

鋰離子電池上加設了InfoLITHIUM技術。這一技術覆蓋到專利技術、軟體程式和技術秘密

等，從專利文件來看，這一技術是建立在機器和電池間進行資訊交換的基礎上，通過對電池

溫度進行不斷地檢測、計算，並結合電壓等數據來實時確定剩餘電量，從而實現精確顯示電

量的目的。由於機器和電池之間需要實現通信，故確實需要通過一些參數設置來進行對話，

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兩被告在數碼攝像機、照相機上設置了另外的智慧識別碼，用以排除非

索尼電池的使用。因此，原告主張兩被告通過設置識別碼來捆綁索尼數碼産品和索尼電池，

缺乏事實依據。據此，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判決後，原、被告均未上訴。參見：

http://cc.sjtu.edu.cn/Able.Acc2.Web/Template/View.aspx?wmz=3098&courseType=0&courseId=6
883&topMenuId=36656&menuType=4&contentId=3098&action=view&type=&name，最後瀏覽

日：2010年9月6日。 
42 何謂獨占事業？參見「公平交易法」第5條（獨占、視爲獨占、特定市場之定義）規定： 

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

者。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爲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爲

獨占。 
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系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第5條之1（獨占事業認定標準）： 
事業無左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佔有率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佔有率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佔有率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佔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

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

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

得認定其爲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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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是否造成同一類市場之公平競爭障礙作一合理判斷。 

基此，本文認為「關鍵設施理論」用來判斷強制授權之標準，無論於台灣或對

岸大陸在未來立法概念上應有著共通之方向：即當一獨占者擁有一「關鍵設施」卻

拒絕將其提供給市場上現存之競爭者或潛在之競爭者使用時，倘若競爭者在合理的

努力範圍內無法複製該設施，且其拒絕又無合理的技術或商業上之理由，便有關鍵

設施理論之適用，該獨占者有將其關鍵設施無歧視（無不公平對待）地提供給現有

或潛在競爭者使用之義務。進一步而言，本文認為此理論必須正式納入專利法的強

制授權中，使之成為強制授權法定理由之一，同時應列為公平交易法獨占濫用行為

之重要判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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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簡介「2011年美國專利 
改革法」 

何美瑩* 

壹、前 言 

2011年1月25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Patrick Leahy及另外8位司法委員會

同僚1聯手在參議院提出一項專利修正法案，即，美國發明法案（America Invents 

Act，編號S.23）。此法案經過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審查及討論後，獲得司法委員會委

員們一致性的同意，於2011年3月8日由參院以95：5票表決通過該法案，送交眾議

院討論。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先於2011年4月14日，以32：3票通過同一法案的眾院修正

版，接著就交由眾議院進行全院表決。2011年6月23日眾院就此法案進行第一次表

決，表決結果為304票贊成，117票反對，反對票中有67票是共和黨國會議員、50票

是民主黨國會議員，法案於是進入衝突委員會2。2011年9月8日眾議院再度以89：9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1 包括德拉瓦州參議員Christopher Coons、明尼蘇達州參議員Al Franken、愛荷華州參議員

Chuck Grassley、猶他州參議員Orrin Hatch、明尼蘇達州參議員Amy Klobuchar、亞利桑那州

參議員 Jon Kyl、康乃狄克州參議員 Joselph Lieberman、以及阿拉巴馬州參議員 Jeff 
Sessionsm。 

2 衝突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是由參議員與眾議員共同組成的一個調解委員會，目

的在解決參院與眾院對某一特定法案內容的爭議，以協調出一個可為參、眾院兩院多數接受

的法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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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2票棄權，通過前述眾院版專利改革法案，內容未再修正。 

此眾院版專利改革法案於是在2011年9月16日送交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簽署，

成為正式法案，即，2011年專利改革法（Patent Reform Act of 2011或稱Leahy-

Smith3 America Invents Act，編號H.R.1249，簡稱AIA）。此一新法被視為自1952年

以來至今，美國專利法上最大的變革，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將美國專利制度上的

「先發明制」變更為「先申請制」。其他變革包括引入新的複審程序，讓第三人可

以更容易地對已核准之專利提出質疑；同時，也擴大了以「先前商業實施」（prior 

commercial use）做為不侵權抗辯理由的範圍；對合併訴訟做出更嚴格的規定；以及

明白地將專利字號標示不實加以除罪等。 

AIA內容包括實體及程序修法，各項條文實際生效日期、適用項目及範圍各有

差異，大致將分三階段實施，本文將就AIA的修法重點做簡單介紹。 

貳、AIA法案簡介 

一、AIA法條內容及實施期間之概要說明 

AIA法案中各項條文，主要分成三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條文於法案頒布之日起

或10天後生效；第二階段條文於法案頒布之日起12個月後生效；第三階段條文則於

法案頒布之日起18月後開始生效。下表為AIA主要修法內容及其實施階段的概要整

理： 

                                                        
3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Lamar Smith，曾於2009年簽名支持由加州眾議員Darrell Issa，其被稱

為「眾院的專利專家」（patent expert of Congress），所提出的類似改革法案（Patent 
Reform Act of 2009, S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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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階段 相關法條及內容簡介 

第一階段 
法案頒布之日起 
或 10天後生效 

1. §41：自法案頒布之日起10天，優先審查（priority examination）費

相關規定將開始生效，USPTO亦可暫時對部分專利規費調高15%的

收費，而針對一般費用（General fees）、專利維持費（Maintenance 
Fees）、專利檢索費（Patent Search fees）與小實體規費，將減半收

費； 
2. §102、103：無論是發明或申請當時，任何已知或未知的避稅、節

稅的手段，都被視為先前技藝的一部分； 
3. §123：USPTO自訂規費權限（此權限將於本法案生效7年後落

日）、增加微實體（micro-entity）
4
定義； 

4. §145、146、154(b)、293：對不服USPTO基於相關法條所做決定而

提起的上訴，變更上訴管轄法院為東維吉尼亞州地區法院（Eastern 
District of Virginia）； 

5. §202(7)(E)(i)：重新規範承包商因管理或運作政府所屬設施而產生

的收入，於扣除必要費用後，需交回給財政部的比例由原先的75%
調整為15%； 

6. §273：被控侵權者得舉證並以「在系爭專利有效申請日或公開日

至少一年以前，即已公開使用該項技術」為由，作為其不侵權的抗

辯理由； 
7. §282：不得以專利權人未揭示最佳實施方式而主張該專利無效； 
8. §287(a)：增加虛擬標示，即專利權人可於專利產品字號後加上可

供大眾免費取得該專利相關資訊的網址，即使專利過期也不算違反

本條規範； 
9. §292：在產品上做專利不實標示，並不視為違反本條規範，且僅

限能證明實際遭受損害的競爭者或美國政府得以對專利標示不實者

提出訴訟； 

                                                        
4 依據§123，微實體定義如下：「(1)符合小實體定義；(2)先前專利申請案數目未超過4件或

在專利申請案中被稱為發明人的次數未超過4次，但不計國外申請案、臨時申請案或國際申

請案尚未進入國家階段之申請案；(3)前一日曆年，依照1986年稅法第61(a)條定義下的稅前

收入超過當年度家庭平均收入的3倍；且(4)尚未被讓渡、准予或轉讓且依法沒有義務被讓

渡、授權或轉讓如(3)所定義實體之申請案件的授權或是其他所有權。」然而，由於如何確

認微實體身分的細則規定，尚未確定，因此雖然法條賦予符合「微實體」身分者高達75%的

費用減免，但預計至少還要1年，申請人才可能以此一新身分類別提出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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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階段 相關法條及內容簡介 

10. §298：不得以被控侵權者未取得法律意見書（如，不侵權法律意

見）或無法於法庭上呈送相關法律意見書而主張侵權者有惡意侵

權或輔助侵權之實； 
11. §299：合併訴訟將更困難，原告不能僅基於多名被告均侵犯同一

專利的指控，就將該些被告的訴訟合併納入同一訴訟程序中，除

非其對該些被告所提出的侵權指控均係針對同一產品或方法； 
12.法案生效後3年內，成立3個衛星辦公室，包括底特律辦公室； 
13.對涵蓋有專屬授權之基因檢測的基因專利，進行如何獨立提供確

認此基因檢測結果的研究及調查； 
14.設置相關人力提供小企業及個人發明人有關專利申請的服務與協

助； 
15.進行如何協調聯邦政府相關部門協助小企業進行全球專利申請、

維護、實施等活動的研究； 
16.與全國各智慧財產權相關協會聯手設置並提供公益性服務予資金

短缺的小企業或個人發明人； 
17.任何請求範圍為人體的專利申請案，都不予專利； 
18. 對由「不實施專利之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ies）所提出的專

利訴訟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相關研究。 

第二階段 
法案頒布日起 12個月後 

開始實施 

1. § 6 ： 專 利 上 訴 及 牴 觸 委 員 會 （ 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改稱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其有權重新審查(1)依據§134(a)所做出的

決定；(2)不服依§134(b)所做出重新審查結果而提出之上訴；及執

行(3)專利法第31、32章所規範的多方複審及領證後複審程序； 
2.§115、118：簡化發明人宣誓書程序； 
3.§122：第三人提供相關先前技術文件供USPTO於專利審查時一併

考量； 
4.§257：設立補充審查（supplemental Examination）程序； 
5.§311-319：設立多方複審（inter partes review）程序； 
6.§321-329：設立領證後複審（post-grant review）以及對商業方法專

利實施過渡式的領證後複審程序（transitional post-grant）。 

第三階段 
法案頒布日起 18個月後 

開始實施 

§100、102、103、134-135、146及291：先申請制（first-inventor-to-
file）及其配套措施——申請人調查程序（derivation pro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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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申請制（First-Inventor-to-File）及 
申請人調查程序（Derivation Proceedings）5 

有別於以往的先發明主義，即，專利權是頒給最先落實發明的人；在目前AIA

內容下，未來美國專利將會頒給第一位對某一發明提出專利申請的人，而非第一位

落實該發明的人。依據AIA，此一先申請制度將在18個月後生效，也就是說優先權

主張在2013年3月以後的所有美國申請案，都將適用先申請制。 

一般來說，實施先申請制的國家或地區，對先前文獻或資料的引用均採絕對新

穎性原則，僅在特殊狀況下才會給予申請人一段優惠期限，使其申請案例外不喪失

新穎性。例如，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2項6就提供一些除外規範，包括因研究、實驗

目的而做的發表，陳列在政府認可或主辦的展覽會上，或是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

漏的發明，均可在事件發生後6個月內主動陳報並提出專利申請，而可例外的不受

發明已公開之事實的限制而喪失新穎性。但此一優惠並無法排除他人就同樣發明率

先提出的專利申請案。也就是說，同一發明，如果他人先提出申請，則智慧局就會

將專利頒給先提出發明專利申請的「他人」，而非主張新穎性優惠的申請人，以落

實「先申請主義」。 

目前AIA對35 U.S.C.§§102、103提出修正，排除在一申請案之有效申請日

（effective filing date）之前，任何有描述發明內容之專利或印刷品，或公開使用、

                                                        
5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3. First Inventor to File. 
6 我國專利法第22條（發明專利之取得） 

「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 
二、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發明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有前項各款情事，並於其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者，不

受前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一、因研究、實驗者。 
二、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 
三、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 

申請人主張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者，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其年、月、日，並應

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發明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

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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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該發明或該發明可為公眾所知的行為。但是，不排除由發明人自己、其共同發

明人或他人直接或間接將由發明人或其共同發明人處取得之發明公開後1年內所提

出的專利申請案。換句話說，新法讓發明人、其共同發明人、或是直接或間接從發

明人或其共同發明人取得發明之人，在發明首次公開後，保有1年例外不喪失新穎

性的優惠期間。此外，AIA也讓公開使用、銷售發明或發明可為公眾所知的行為地

點，由目前僅限美國境內（ in this country）擴及到全世界（ in this or a foreign 

country）。 

此外，有別於目前世界各國行之多年的純粹的「先申請制」，AIA法案中引入

了 一 項 配 套 程 序 ——「 申 請 人 調 查 程 序 」 ， 其 與 目 前 的 牴 觸 程 序 （ interference 

proceeding）類似，目的在防止一旦落實先申請制後，未來若發明人的發明為他人

剽竊並提出專利申請，發明人可透過「申請人調查程序」，為自己證明並取回專利

申請權。依據AIA中對35 U.S.C.§135(a)-(c)的修正內容，在一先申請案公開後1年

內 ， 與 其 請 求 範 圍 相 同 或 實 質 相 同 之 後 申 請 案 申 請 人 可 向 USPTO 遞 交 申 請 書

（petition），請求新成立的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進行裁決，然而PTAB也有權延遲裁決（deferral of decision）直到先申請案

獲准專利後3個月內才進行。這樣設計的目的在節省整個調查程序的成本，因為可

專利性的判定與是否具有專利申請權並不相關。即使申請人在「申請人調查程序」

中取得勝利，亦即，取得專利申請權，也不代表申請人的專利具備可專利性，而能

獲准專利。因此，延遲申請人調查程序的裁決到先申請案獲准專利後3個月才進

行，可有效排除不必要進行或是無法取得專利權之申請案的調查程序。 

另外，AIA也讓「申請人調查程序」中的兩造，可自行和解（settlement），再

將和解的書面內容呈送給PTAB，然後PTAB再做出與此書面和解內容一致的裁決7。 

三、領證後複審（Post Grant Review）8 

領證後複審程序將從2012年9月開始生效，其與現行歐洲專利公約下設的歐洲

專利局作法類似，自專利獲證後9個月內，任何人可以依據35 U.S.C.§282(b)第二或

                                                        
7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3, 35 U.S.C.§135(e).  
8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6. Post Gran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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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文字所規範的理由，檢具證據對此專利的可專利性提出質疑。如果USPTO認為

申請書所述理由恰當（亦即，如果該些理由未被適當地反駁，就代表被質疑專利之

請求範圍中包含一或多項不具可專利性的請求範圍），就會啟動「領證後複審」程

序。 

任何申請啟動「領證後複審」程序的請求，必須指明其所代表的實體名稱，並

敘明每一項遭受質疑的請求範圍其不具可專利性的理由。專利權人則可在指定期間

（如，3個月內）對指控事項提出申復意見。而且，此一啟動「領證後複審」程序

的請求，必須在申請人對該專利發動民事訴訟前提出。一旦啟動「領證後複審」程

序，此程序必須在1年內完成，但USPTO局長可額外延長此一期間最長達6個月。 

任何由「領證後複審」程序申請人所發動的民事訴訟（例如，確認系爭專利有

效性的確認訴訟〔declaratory judgment suit〕），在「領證後複審」程序啟動後，也

會自動暫停（automatically stayed），除非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同意訴訟可續行，或

是專利權人對「領證後複審」程序申請人發動侵權訴訟，或是「領證後複審」程序

申請人對法院提出撤回民事訴訟之申請。 

在民事訴訟方面，若專利權人在專利獲證後3個月內對侵權人士提出侵權訴

訟，則法官在證據許可下，仍可依專利權人的提議（motion）對侵權人發出假扣押

（preliminary injunction），並不因已啟動的「領證後複審」程序而受到限制。 

「領證後複審」程序是由PTAB進行裁決，若同一期間該專利涉及尚在USPTO

內部進行的其他程序，則USPTO局長可視實際情況決定是否要將「領證後複審」程

序與其他程序合併、轉移、或是終止。若「領證後複審」程序之申請人不服PTAB

的最終裁決，可直接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 for Federal Circuit）提出

上訴。 

一旦PTAB透過「領證後複審」程序對一專利之有效性做出裁決後，該程序申

請人或其所代表的實體，就不得再依據程序中所提出的不具可專利性理由，再向

USPTO提出任何程序申請，或是在民事訴訟中或向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質疑該專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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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方複審（Inter Partes Review）程序9 

AIA也對現行35 U.S.C.§§    311-318規範下的「多方複審」程序做出變革。新的

「多方複審」程序將從2012年9月開始生效，申請人僅能在專利獲證10後9個月內提

出或是在上述「領證後複審」程序終結後提出，以上述兩時間點中較晚者為準，且

一旦啟動後，必須在1年內完成此程序，最長可延期6個月。 

依據AIA，若要成功啟動「多方複審」程序，申請人必須提出相關證據，證明

在所質疑的專利請求範圍中至少有一項請求範圍，申請人的質疑有合理成功的可能

性（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request shows that there is a reasonable likelihood 

that the requester would prevail with respect to at least 1 of the claims challenged in the 

request）11。此一標準顯然較現行「重新審查」（re-examination）程序中所要求提

出之「與專利性有關的實質新議題」（substantially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更

為嚴格。 

此外，「多方複審」程序的申請啟動流程、專利權人的申復流程、不服PTAB

裁決後的上訴管道或是與其他民事訴訟程序間的關係，與前述「領證後複審」程序

中相關規範類似。不同之處在於：(一)若是欲提出「多方複審」程序申請的申請人

或 其 代 表 之 實 體 收 到 專 利 權 人 發 出 的 侵 權 警 告 信 函 （ a complaint alleging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且時間已超過1年，則不得提出「多方複審」程序；

(二)專利權人有1次的機會可請求修正原已核准的專利範圍，包括取消（cancel）請

求範圍、提出新的請求範圍以替代被質疑的請求範圍；(三)「多方複審」程序申請

人與專利權人也可在合於35 U.S.C.§317規範下，共同提出可加速此一爭議獲得解

決的提議。另外需注意的是，在「多方複審」程序中，僅有已公開的專利或印刷刊

物或是宣誓後的專家證詞，得做為支持證據12，至於公開使用、銷售或為公眾所知

的事實行為則不得作為此程序中的證據。 

                                                        
9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6. Post-Grant Review. “Chapter 31 – Inter Partes Review.” 
10 包括新獲證專利（grant of a patent）或是重新發證（issuance of a re-issue patent）之專利。 
11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6, 35 U.S.C.§312(a)(3)(A). 
12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6, 35 U.S.C.§3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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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渡式的領證後複審程序（Transitional Post-Grant）13 

AIA也針對商業方法專利14創設了一段過渡期間（transitional period），用來實

施臨時性的領證後複審程序（provisional post-grant review proceeding），此一程序

將從2012年9月開始生效，其相關程序規範大致與前述「領證後複審」程序相同，

但僅限於被控侵犯商業方法專利的人或其所代表的實體，得提出此一過渡的、臨時

性領證後複審程序（transitional post-grant）申請。此外，程序中可引用的證據，僅

限符合35 U.S.C.§102(a)定義下的先前文獻。一旦PTAB對申請人所質疑的專利做出

裁決，日後申請人或其所代表的實體不得再於民事訴訟或ITC程序中，以在此臨時

性的領證後複審程序中提出的相同事由，來質疑該專利的有效性。另外，AIA也對

此一過渡期間的領證後複審程序設下落日條款，明令此一過渡式的領證後複審程序

將在啟動8年後停止。 

六、擴大以「先前商業使用進行抗辯」（Prior Commercial Use 
Defense）之範疇15 

AIA法案中另一項變革是擴大了之前僅可用於對方法專利請求項進行抗辯的理

由範疇，讓所有請求範圍都可以「先前商業使用」來進行抗辯，只要提出此一抗辯

的人能舉證其「先前商業使用」行為是發生在專利有效申請日或是專利公開日的一

年以前16。然而，如果事實證據顯示抗辯人此一抗辯並無相關事實證據可支持，則

將來訴訟時法院極可能會對抗辯人做出懲罰性判決，裁定抗辯人需連帶給付專利權

人在此一訴訟中相關的律師費用。 

                                                        
13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18. 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s. 
14 依據HR 1249 PCS, section 18對商業方法專利的定義是：請求範圍涵蓋一種執行用於管理、操

作一金融商品或服務所需之資料處理或其他作業的方法或其相對應的設備。 
15 See HR 1249 PCS, section 5. Defense to Infringement based on Prior Commercial Use. 
16 此公開需符合35 U.S.C.§102(b)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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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變革 

(一)專利核准前允許第三人提供資料協助審查（Preissurance Submission 
by the Third Party） 

35 U.S.C.§122將修正，從2012年9月開始，允許第三人可於專利申請案第一次

公開後6個月到專利核准之前，提出相關先前技術文件供USPTO於審查過程中一併

考量，此外，申請人於提呈時必須載明所提呈文件的相關性。 

(二)補充審查（Supplemental Examination） 

從AIA生效日起，35 U.S.C.§257將允許專利權人請求USPTO「考量、重新考量

或更正深信與專利相關的資訊」（consider, reconsider or correct information believed 

to be relevant to the patent），如果專利權人所呈送的資訊被認定會產生「與專利性

有關的實質新議題」（substantially new question of patentability）17，則專利權人所

提出的請求就會被允許。此一新程序讓專利權人可治癒因先前未呈送相關資訊而被

認定有不正行為（inequitable conduct）的指控，前提是此一補充審查文件的呈送，

必須發生在民事訴訟或ITC程序中專利權人將被指控有不正行為之前，才可適用。 

(三 )節稅或避稅策略之專利申請（Patent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Tax 
Strategy） 

由於近年有許多專利申請案是以如何逃避課稅的策略為請求範圍，AIA也對此

類專利申請案作出回應，明確指明從AIA生效日起，這類申請案都不會被允許。 

(四 )不得以專利權人未揭示最佳實施方式作為指控專利無效的理由

（Elimination of Best Mode Invalidity Defense） 

從AIA生效日起，35 U.S.C.§282(b)將不再允許侵權訴訟中的被告，以專利權人

未依據35 U.S.C.§112第一段文字規範，於說明書中揭示最佳實施方式，作為指控

專利無效或無法實施的理由。 

                                                        
17 當有此一與專利相關的實質新議題產生時，局長就會下令啟動「重新審查」（ r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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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利字號標示不實之訴訟（False Patent Marking Suits） 

從AIA生效日起，35 U.S.C.§292將不再把對產品做不實專利標示的行為視為違

法，且將來僅限能夠證明自己遭受損害的競爭者或是美國政府仍可對這類不實專利

標示行為提起訴訟。因此，此一修法將確定目前這類不實專利標示行為訴訟的被告

或不實標示行為人被除罪化。 

(六)合併訴訟程序（Joinder of Parties） 

從AIA生效日起，35 U.S.C.§299將不允許原告僅基於多名被告均侵犯同一專利

的指控，就主張可將該些被告的訴訟合併納入同一訴訟程序中，除非其對該些被告

所提出的侵權指控均係針對同一產品或方法。換言之，依據目前AIA內容來看，未

來專利權人可以在同一管轄地同時指控多名被告侵犯專利權人之同一專利，並在該

地對該些被告個別提出告訴，在這些不同訴訟中，可將個別訴訟過程中的「發現事

證」（discovery）程序或是「請求範圍之解讀」（claim construction）程序加以合

併，但審判（trial）程序則無法合併。 

參、結 論 

在申請實務上，對美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人或發明人來說，由現行的「先發

明」制改成「先申請」制最大的缺點就是，從2013年3月起，申請過程中將無法再

透過「宣誓」18這種答辯技巧，來克服不具新穎性的核駁理由，而是一定要依事實

進行答辯。如果申請人僅申請美國一個國家，那麼這種透過宣誓克服不具新穎性的

技巧確實有它的優勢與便利性；但如果申請人同時在其他國家提出專利申請，因同

一前案被其他國家委員引用的機會相當高，就算美國申請案可透過宣誓克服不具新

穎性的核駁理由，其他國家仍然需要一一答辯。因此，最經濟的做法反而會是將所

有國家的答辯同步，而不是特別依賴美國申請案答辯過程中可使用的「宣誓」技

巧。因此，對已習慣「先發明」制的美國申請人來說，或許覺得此一新法案帶來的

改變太大；但對早就實行「先申請」制國家的申請人來說，包括台灣申請人，此一

新法案對原本的專利實務並沒有太大影響。 

                                                        
18 即，發明人宣誓其發明的發明日早於引證文獻之公開日（swear behind th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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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品  

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 
總會40週年紀念茶會有感 

張家瑜* 

去年2010年適逢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APAA）日本總會成立40週年慶，APAA

台灣總會理事長林秋琴律師與總會國際理事賴經臣常務理事應邀自費前往東京獻上

祝賀之意，我亦有幸隨同前往參加，在場與國際友人一同歡慶之餘，林理事長驚覺

APAA台灣總會亦將於2011年即今年，成立屆滿40週年。 

APAA台灣總會自1971年7月10日在台北國賓飯店召開成立大會至今，恰於民國

100年屆滿40週年。APAA台灣總會聚集全國專利法領域所有執業之菁英，於過去40

年來，引領我國智慧財產法律及實務在國內外之發展，每年一次的國際年會，更是

與亞洲其他國家之專利法領域專家們交流的大好機會。雖然我自2009年起擔任

APAA台灣總會之副秘書長至今，但汗顏的是，對於這個比我年長近十年的「前

輩」，其實我的所知實在有限。為了慶祝APAA台灣總會40週年，APAA秘書處援往

例編輯並出版APAA台灣總會40週年紀念專刊，在蒐集歷年資料撰寫40年大事記之

過程中，我才得以一窺APAA台灣總會過去40年之歷史，瞭解到許多道長先進為了

捍衛APAA台灣總會所做的種種努力，深深感到APAA台灣總會這40年一路走來實在

不易，在拜讀過許多資深會員們的投稿文章後，更是被字裡行間所透露出的堅忍精

神所感動。 

APAA台灣總會40週年慶祝活動在2011年9月17日盛大舉辦，在早上由APAA台

灣總會、專利師公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法學會聯合主辦的智慧財產審理研討會

揭開一整天活動的序幕，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及實務專家分別就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及營業秘密之保護、技審官之角色等議題深入評論，呈現出智慧財產審理實務上

                                                        
* APAA台灣總會副秘書長，撰於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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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並透過與會人員的熱烈討論，期望集合各界之力一同促進及改善智慧財產

實務之運作。 

研討會後接著進行APAA台灣總會40週年紀念茶會，一改早上研討會的緊湊認

真路線，40週年紀念茶會訴求溫馨氣氛，除APAA台灣總會之會員外，秉持APAA強

調友誼之宗旨，我們亦邀請國內外貴賓及友人一同共襄盛舉。首先由智慧財產法院

高院長秀貞及智慧局王局長美花蒞臨致詞，接著由特地自國外飛來台北致賀的

APAA總會會長日本的吉田先生、副會長韓國的Patrick Kim、香港的鄺志強先生、

APAA日本總會理事長的吉田先生、澳門總會理事長的Mata先生，分別上台致詞，

其中韓國的Patrick Kim更是現場清唱祝賀，渾厚的歌聲響徹茶會會場，增添喜慶氣

氛。有趣的是，我們為了感謝國外貴賓特地來台，準備了一些紀念品致贈，而國外

貴賓們為了慶賀APAA台灣總會40週年慶，亦準備了賀禮回贈，我們用來裝紀念品

的紙箱，只空了一會兒就又裝滿了禮物，一如我們的心中一樣，實實在在地納入了

各界友誼後滿載而歸。 

祝賀APAA台灣總會40歲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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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420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0年8月25日 

【裁判要旨】 

關於律師費用部分，文德光學公司請求賠償因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程序所支出

之律師費用，原審則以依文德光學公司之地理位置、營業規模，認無委任律師及委

任台北律師必要，而駁回此部分之請求，非以相關程序，文德光學公司有無該法律

專業等因素，資以衡量該費用是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自有未合。 

再者，文德光學公司主張其受有之損失項目，包括無形資產損失，原審認該無

形資產，係指「應收取而未收取之權利金，以及因侵權產品競爭而銷售數量下滑須

降價造成之損失」，惟所謂「應收取」究何所指？是否即為所失利益？原審未於判

決理由項下予以說明，即有未洽。末者，法人非自然人，並無精神痛苦可言，因此

當於回復其名譽後，並無再以金錢賠償，做為精神上損害賠償之必要。本件原判決

除命卓豪公司、黃炳焯賠償文德公司刊登廣告費用之損失外，並判命賠償非財產上

損失一百五十四萬四千三千五十六元，惟究須用如何方法始能回復其商譽？則未予

說明，僅論以「為避免商譽減損需花費之成本」，即為「商譽損失」，亦有判決不

備理由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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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0年7月14日 

【裁判要旨】 

惟按「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

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

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

害時，發明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

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二、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

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

益。」專利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等規定，

依同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於新型專利準用之。原審既明指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基

準，原告有選擇權，係由原告擇定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而本件上訴人選擇依

瑞虹公司、鍠鎰公司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並主張依其所販售之系爭侵權產品之

數量及價額，計算被上訴人應連帶損害賠償之數額云云，乃又謂財政部所頒九十五

年度、九十六年度同業利潤標準表所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其他未分類電子零組

件製造」製造商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10%，應以此作為計算上訴人所失利益之

依據云云，不僅前後所述之理由矛盾，且顯未盡調查審認之職責。次查上訴人屢次

主張：被上訴人之侵權產品，本不以第一審法院送鑑定者為限，只要產品料號形狀

代碼為「D」及「G」之彈片產品，均屬侵害伊系爭專利而可作為損害之證明，伊

係以此作為損害賠償請求基礎之一；而伊所提出原證三十六號出口報單中關於型號

為「D」形及「G」形之彈片，由鍠鎰公司出口販賣者占五千九百五十三萬六千五

百九十八件，伊已製作統計明細表如上證四號，該證據所揭示之交易行為亦侵害系

爭專利等語（見原審卷二三頁、四三頁以下、八二頁、一二○頁、二三四頁、三八

四頁、三八五頁，一審卷第三宗二一六頁以下）。原審就此未詳為調查斟酌，亦未

將原證三十六號、上證四號與附表1、附表2之內容互相比對，以明瞭上訴人所言之

虛實，逕認被上訴人之侵權產品僅如附表1、2所示，不免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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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0年6月30日 

【裁判要旨】 

智慧財產權之審定或撤銷，與該財產權專責機關依職權審查所為之實體判斷有

關，故智慧財產法院審理是類訟爭事件就自己具備與事件有關之專業知識，或經技

術審查官為意見陳述所得之專業知識，而擬採為裁判基礎者，應予當事人有辯論之

機會，以避免造成突襲性裁判及平衡保護訴訟當事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 

智慧財產法院倘其認定與專責機關之判斷歧異時，尤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第八條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將所知與事件有關之特殊專業知識而擬採為裁判基

礎者，對當事人為適當揭露，令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或適時、適度表明其法律上

見解及開示心證，或裁定命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及表示意見，以保障當事人

之聽審機會及使其衡量有無進而為其他主張及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 

鑑定人原則上由受訴法院選任之，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

文，而司法院曾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依據專利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以秘

台廳民一字第○九三○○一六八八一號函發布「侵害專利鑑定專業機關參考名

冊」，原審倘認為有鑑定之必要，似非不可依專利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參考上述

名冊命當事人陳述意見後選任鑑定人鑑定，以使事實更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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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7月21日 召開「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委託研究案期中報告審查會

議。 

7月25日 專利師第六期季刊出刊日。 

7月29日 召開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8月3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8月5日 召開「研商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制度相關事宜

專案會議」，本會由理事長蔡坤財、監事黃瑞賢代表公會出席。 

8月10日 

舉辦「美國專利法最新修正介紹暨美國最高法院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最

新判決研析」演講，邀請到Prof. Jeff Hawley擔任主講人。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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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8月12日 舉行「專利法修正草案（開放植物專利議題）」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

務委員會指派委員代表出席。 

8月17日 

舉辦智慧局系列講座第一場次「專利法修正內容介紹」，邀請到智慧局

法務室林清結主任擔任主講人。 

 

8月22日 召開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末報告諮詢會

議。 

8月26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100年度第四次會議。 

9月7日 召開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末報告諮詢會

議。 

9月17日 本會與台灣法學會、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台北律師公會等共

同主辦「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研討會」。 

9月16日 智慧財產局舉辦2011年「專利學堂」－第六場次，講題：「專利行政訴

訟中程序利益之考量」，由智慧財產法院蔡惠如法官擔任主講人。 

9月20日 召開智慧局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談會」。 

9月20日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法院實務組第一屆第二任第二次會議。 

9月20日 

本會宴請由福建知識產權局局長羅旋率領之福建高新企業CEO知識產權

研習參訪團，由本會理事長蔡坤財、本會副理事長吳冠賜、兩岸事務委

員會主委李貴敏、理事洪澄文、理事王至勤、理事林宗宏、監事黃瑞

賢、監事秦建譜、理事廖鉦達、理事吳俊彥、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

林景郁、副秘書長陳彩琪、兩岸事務委員會委員謝宗穎專利師、彭國洋

專利師、歐師維專利師等人接待，並與團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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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9月22日 

本會宴請「2011首屆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強化培訓班」講師──國

家知識產權專利局局初審流程管理部何越峰副部長、專利復審委員會外

觀設計申訴處白劍鋒處長、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通信發明審查部網路

一處王智勇副處長、條法司三處王燕紅調研員、專利局通信發明審查部

網路一處李解調研員等五位，由本會理事長蔡坤財、監事黃瑞賢、監事

秦建譜、理事吳俊彥、理事廖鉦達、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林景郁、

副秘書長陳彩琪等人接待。 

9月23日 
｜ 

9月28日 

由專利師公會與工業總會共同舉辦「2011首屆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

強化培訓班」，由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何越峰副部長、白劍鋒處長、王

智勇副處長、王燕紅調研員等四位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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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0年7月29日中午12時 

地    點：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第二會議室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 

主    席：理事長蔡坤財 

記    錄：鄭淑芬 

出席理事： 蔡坤財、吳冠賜、陳和貴、洪武雄、宿希成、周良吉 

洪澄文、林宗宏、李貴敏、吳俊彥、王至勤、祁明輝 

蔣大中、廖鉦達 

出席監事：王仁君、黃瑞賢、秦建譜、黃章典、邵瓊慧 

請    假：何秋遠理事 

列    席：李文賢主委、廖文慈秘書長、陳彩琪副秘書長 

林景郁副秘書長 

應    到：20位 實    到：1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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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常務監事報告 

三、列席機關代表致詞 

四、會務工作報告： 

(一)本會目前會員人數185人。 

(二)100.5.9-13本會由理事長蔡坤財率同常務理事洪武雄、理事／國際事務委員

會主委林宗宏、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閻啟泰、監事／國際事務委員會副

主委黃瑞賢、理事／編輯委員會主委祁明輝、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蔡坤

旺、發明實務委員會副主委程凱芸、副秘書長林景郁、國際事務委員會委

員王蕙瑜、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簡秀如、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郭雨嵐、國

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王耀華等共13員赴美國舊金山拜訪美國智慧財產權法律

協會（AIPLA），除介紹本會組織及發展現況、瞭解AIPLA之現況外，並

就雙方未來可能的交流及合作模式獲得共識；拜訪期間，由AIPLA東亞委

員會安排參訪舊金山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 in San Francisco），本會

程凱芸專利師、郭雨嵐專利師及簡秀如專利師並分別擔任東亞委員會及生

物科技委員會之智慧財產實務教育訓練課程的專題演講主講人。 

(三)100.5.12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專利訴訟技術審查實務」演講，邀請到智慧

財產法院顏吉承主任技術審查官擔任主講人。 

(四)100.5.12智慧財產局舉辦2011年「專利學堂」－第三場次，講題：「從我國

智慧財產法院專利訴訟案件中，探討新式樣專利有效性判斷之研究」，由

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魏鴻麟科長擔任主講人，並開放15個名額與本會會員

免費參加。 

(五)100.5.27由在職進修委員會與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合辦產業技術服務計畫申

請講習會。第一場次講題：「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CITD）」，邀請到

經濟部工業局陳淑琴經理擔任主講人；第二場次講題：「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SBIR）」，邀請到經濟部技術處洪淑芳經理擔任主講人；第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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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講題：「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ASSTD）」，邀請到經濟部商

業司陳建霖經理擔任主講人。 

(六)100.6.1-3本會由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林宗宏率同常務理事洪武雄、

常務監事王仁君、監事黃章典、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閻啟泰、發明實務

委員會副主委程凱芸、副秘書長／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林景郁、國際事務

委員會委員涂綺玲專利師、會員林怡芳專利師等共9員，連同亞洲專利代理

人 協 會 台 灣 總 會 （ APAA ） 成 員 共 13 員 ， 赴 英 國 拜 訪 英 國 專 利 師 公 會

（CIPA），介紹本會及APAA組織及發展現況、聽取對方公會之現況，並

就雙方將來可能之交流獲得許多重要共識及結論；拜訪期間，常務理事洪

武雄及林怡芳專利師發表專題演說，並由CIPA安排全體團員參訪英國智慧

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七)100.6.1在職進修委員會與權利維護委員會合辦新興業務系列演講－第一場

次，講題：「專利與技術移轉」，邀請潁學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王偉霖擔

任主講人。 

(八)100.6.8在職進修委員會與權利維護委員會合辦新興業務系列演講－第二場

次，講題：「專利與藥品查驗」，邀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基礎醫學

組葉偉新組長擔任主講人。 

(九)100.6.12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台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

任王毅在第三屆海峽論壇宣布台灣人民將可參加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

試，考試日期：100年11月5-6日，考試地點：福州第三中學（福州市鼓樓

區湖東路43號）。 

(十)100.6.15在職進修委員會與權利維護委員會合辦新興業務系列演講－第三場

次，講題：「專利鑑價」，邀請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評價部陳淑珍經理

擔任主講人。 

(十一)100.6.29日本特許廳国際課課長補佐高橋克先生、交流協會經濟部主任內

山隆史先生、交流協會柯秀姿小姐至本會拜會，本會副理事長吳冠賜、

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宗宏、常務理事洪武雄、理事王至

勤、理事周良吉、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李世章、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

長林景郁等8位代表出席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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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00.6.30智慧財產局舉辦2011年「專利學堂」－第四場次，講題：「我國

舉發案例中對進步性要件中組合一份或多份引證文件係輕易完成或後見

之明探討」，由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黃濟陽審查官擔任主講人，並開放

15個名額與本會會員免費參加。 

(十三)100.7.13在職進修委員會與發明實務委員會合辦專利訴訟系列演講－第一

場次，講題：「專利行政訴訟」，邀請智慧財產法院陳忠行審判長擔任

主講人。 

(十四)100.7.14智慧財產局舉辦2011年「專利學堂」－第五場次，講題：「未實

施專利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由專利師公會楊文嘉專利師擔

任主講人，並開放15個名額與本會會員免費參加。 

(十五)100.7.20在職進修委員會與發明實務委員會合辦專利訴訟系列演講－第二

場次，講題：「專利民事訴訟」，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

講人。 

(十六)100.7.21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委託研究

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由計畫主持人蔡坤財理事長、共同主持人李貴敏

理事、陳春山所長、諮詢顧問宿希成常務理事、王仁君常務監事、祁明

輝理事、廖鉦達理事、何秋遠理事、閻啟泰專利師、簡秀如專利師、廖

文慈秘書長、陳彩琪副秘書長、研究計畫助理江昂軒、鄭淑芬等14位代

表公會出席會議。 

(十七)100.8.10專利師公會將舉辦「美國專利法最新修正介紹暨美國最高法院及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最新判決研析」演講，邀請Prof. Jeff Hawley擔任主講

人，全程英文演講，中文摘要解說。 

(十八)100.9.10-15（暫定）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合辦

「2011大陸專利代理人考前培訓班」。 

(十九)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 

1. 1005.12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二次會議（附件1）。 

2. 100.5.23召開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計畫小組

第二次會議（附件2）。 

3.  100.5.25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6次會議（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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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5.27召開2011英國專利師公會參訪活動行前會議。 

5. 100.6.9召開商標實務委員會100年度第一次會議（附件4）。 

乙、討論事項 

一、新申請入會案：專利師詹東穎、歐奉璋、盧建川、林佳芳、林志信、郭仁智等

6人申請入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二、申請退會案：專利師涂神溢等1人申請退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三、秘書長廖文慈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本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舉行時間

及方式，請討論。 

說明：本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擬於12/17（六）於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會

議廳舉行，暫定自9:00 am ~ 4:00 pm進行與台灣法學會等單位合辦之

2011專利法修法研討會（按本會業於第一屆第九次理監事會中通過與台

灣法學會等單位合辦研討會之議案），4:00 pm接續於同場地舉行會員大

會，會後並舉行聚餐，研討會議程初稿及會員大會舉行方式細節詳如附

件5。 

決議：(一)通過。 

(二)會員大會晚宴地點訂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四、秘書長廖文慈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本會與台灣法學會等單位合辦9/17

（六）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研討會，台灣法學會函請本會推荐講師、與談人等人

選（附件6），請討論。 

決議：推薦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副主委陳啟桐擔任第三場次之報告人。 

五、理事長蔡坤財提議：APAA秘書長王仁君函詢本會與APAA共同分攤致贈英國智

慧局禮品（總計費用約為8,330元，本會分攤金額約4,415元）之意願案，請討

論。 

說明： 

(一)APAA秘書長王仁君來信表示依據APAA理監事會決議，擬與本會共同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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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攤致贈英國智慧局禮品（法蘭瓷花瓶「金銀連連」，定價5,880元，底座

銘刻（將印上致英國IPO及兩會致贈等字）另加1,450元，郵資預估為4,500

元左右，總計費用約為11,830元，兩會分攤金額各約5,915元（附件7）。 

(二)本會與APAA合辦赴英國拜訪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費用說明如下： 

1. 6月3日兩會宴請英國單位之晚宴費用（1,872.23英磅）折合新台幣約

90,000元，由於金額超過預期，故本會理事長蔡坤財個人贊助新台幣

15,000元、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林宗宏個人贊助新台幣15,000元、

洪武雄常務理事個人贊助新台幣10,000元，本會與APAA兩會在預算範圍

（新台幣20,000元）內各分攤16,000元，其餘由當日參加晚宴之團員每人

贊助新台幣3,000元。 

2. 本會製作全體團員識別吊牌及全體團員行前會便當支出新台幣3,320元

（附件8），應由兩會分攤上開行政費用。 

決議：通過，由兩會共同分攤致贈英國智慧局禮品金額，並共同分攤附件8之

行政費用。 

六、宿希成常務理事、周良吉理事、廖鉦達理事、吳俊彥理事、秦建譜監事、黃瑞

賢監事暨「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工作小組」召集人共同提議：8月5日召開之考

選部會議，本公會之代表出席人選、所持立場為何，請討論並決議。 

說明： 

(一)關於專利師考科的改革，據悉考選部預定於8月5日召開「專利師考試制度

相關事宜專案會議」，依往例本公會將受邀一至二名代表人選與會，人選

為何，敬請表決。 

(二)本小組曾於5月初就「微積分、物理、化學」應如何改革， 作過網路投票

調查，其結果係：改為「專利代理實務」8票、改為「物理、化學」8票、

不投票者4票，並已正式函知考選部。 

(三)考慮到8月5日的會議中，我公會不論何人代表與會，如果 在眾多其他單位

在場之情形下，一方面提不出自己內部共識的版本，另一方面又口口聲聲向

各界強調專利師考科的改革至關重要，與我公會如何如何相關云云，恐怕這

樣說法的邏輯上矛盾將嚴重傷害我公會的專業形象，以及屆時代表與會人員

的正當性，故建議於理監事會上重新表決，並凝聚出一個共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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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方案如下： 

1.原本我公會的甲乙案兩個版本，為： 

甲案：「微積分、物理、化學」改「專利代理實務」，六選一維持。 

乙案：「微積分、物理、化學」改「普物與普化」，六選一維持。 

2.鑑於考科的部分，普物、普化、微積分和六選一的存廢取捨其實可以從

同一個角度來思考。既然大家都同意專利師必須有能力瞭解科技技術，

考科裡需要有相對應的科目來對應考者做評量，則究竟哪二科應列為考

科即為討論之重點。因此，建議在原本公會甲乙兩案的基礎上列出三個

選項，分別為： 

(1)普物、普化； 

(2)六選一； 

(3)專利代理實務。 

由所有理監事不記名投票，每票可以分別對三個選項計分，來表示對其重要性

的排序，分別為5分、3分及0分。統計分數後就前兩名考科作為公會的意見由

代表帶至考選部會議。 

決議： 

(一)考試科目及命題大綱：本會意見贊同考選部7月27日來函中檢附之考試規則

及命題大綱修正草案擬具之內容，應試科目為：專利法規、專利行政救

濟、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專利代理實務、專業英文或日文、六選一。 

(二)錄取率：考選部7月27日來函中檢附之考試規則修正草案第15條第1項之規

定係規定：「……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十六為及格……」，本會決議應修

正為：「……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八為及格……」。 

(三)由理事長蔡坤財及監事黃瑞賢（「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工作小組」召集

人）二位代表本會出席8月5日考選部會議，並於會中表達以上二項共識決

議為本會之意見。 
七、理事廖鉦達提議：建議以專利師公會名義，在中部及南部辦理智權講座以推廣

專利師的專業形象，以及以專利師公會名義敦請智慧局在中部及南部辦理智權

講座，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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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會在在職進修委員會的運作下，不遺餘力的辦理各項演講，惟只辦理在

北部地區，鑑於中南部地區仍有二十位左右的專利師，建議應該適當安排

幾場智權座談會，一則嘉惠中南部專利師及廠商，二則可推廣專利師的專

業形象。 

(二)如經費允許下，是否以配比方式進行安排，例如北部分配五場，中部及南

部各分配一場方式等進行。 

(三)同理，以專利師公會名義敦請智慧局在中部及南部辦理智權講座。 

決議：授權李文賢主委及廖鉦達理事在10月份於中南部先辦理一場次，預算部

份先動用公會預備金，亦請在職進修委員會規畫明年度工作計畫時一併

編列此部份預算。 

八、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李文賢提議：在職進修委員會擬具「專利行政法」課程計

畫謹呈審查是否可行，請討論。 

說明： 

(一)在職進修委員會100年工作計畫8場演講活動業已排定並陸續執行。 

(二)在職進修委員會擬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於2012年1月或2月講授

「專利行政法」課程，因與講座確認時間、預約場地或受理報名需提早2至

3個月而涉及跨年度作業，擬具「專利行政法」課程計畫謹呈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是否可行（附件9）。 

決議：通過，並建議其中一場次於中南部辦理。 

九、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李文賢提議：在職進修委員會擬具「在職進修點數採計標

準」草案呈請審查，請討論。 

說明：專利師公會在職進修辦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點數採計標準及作業方

式，由在職進修委員會另定之」；在職進修委員會擬具「在職進修點數

採計標準」草案，呈請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在職進修點數採計標

準」草案如附件10。 

決議：授權副理事長吳冠賜、理事蔣大中、理事吳俊彥等三位成立專案小組，

研擬「在職進修點數採計標準」之相關辦法，提呈下次理監事會議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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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商標實務委員主委何愛文提議：擬以本公會名義發文智慧局，敬請智慧局惠予

提供因應新修正商標法所擬訂配套措施之相關子法草案，俾便本公會表示意

見，請討論（附件11）。 

決議：鑑於尊重受文者考量，請商標實務委員會修正該函文內容，再提交理監

事會議討論。 

十一、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11/18（五）。 

丙、臨時動議 

一、黃瑞賢監事提案：建議公會針對大陸開放台灣人報考2011大陸專利代理人考試

事宜寄發相關單位正式感謝函，請討論。 

決議：請秘書處擬具函文，經兩岸事務委員會主委李貴敏審閱後，以本公會名

義發文大陸國知局及國台辦（副本：李貴敏主委），正式表達對於二機

關上述友好措施之感謝之意。 

二、秘書長廖文慈提案：建議修訂本會「委員會組織簡則」相關規定，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會現行「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三條之規定，委員之任期係為1

年，惟鑑於委員會運作之需要，請考量是否修正任期之相關規定。 

決議： 

(一)修正第三條，將委員任期改為與理監事任期相同。 

(二)修正第五條，將各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其他委員人選之產生方式修改為：

由主任委員就公開徵求後有意願之會員中指派，並陳報理事會。 

(三)請秘書處參考本會章程中關於理監事相關任免規定研擬增設委員之任免規

定，並提交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三、秘書長廖文慈提案：關於會員要求以本會名義對外發函之處理流程，請討論。 

說明：會員要求以本會名義對外發函時，秘書處接獲會員請求時是否有權將會

員之請求及函文內容提交理監事會議討論發函與否，亦獲應聽任會員之

請求逕予發函。 

決議：秘書處接獲會員請求時，應先經由秘書處初步審核該會員之請求是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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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六期（2011年7月）第59頁第6行： 

原 文 【 以 比 較 法 的 角 度 觀 之 ， 有 二 種 情 形 被 解 釋 不 構 成 「 嘗 試 的 顯 著

性」】，經作者來函修正為【然而，以比較法的角度觀之，有二種「嘗試的

顯著性」情形仍可能被解釋構成「進步性」】。 

更 正 啟 示 

業經先前理監事會決議之交辦事項，否則應提至理監事會議討論，若有

疑義時，呈交理事長裁示，或逕提交理監事會議討論，不宜聽任會員之

請求逕予發函。 

四、監事秦建譜提案：其他團體與本會間之事務聯繫是否應以秘書處做為聯繫窗

口，請討論。 

說明：近來發現有團體就會務事項聯繫本會時，擅自選擇聯繫窗口，造成本會

事務處理上之不便。 

決議：其他團體與本會間之公事聯繫，應均以本會秘書處做為聯繫的對等單位

／窗口。 
五、理事、編輯事務委員會主委祁明輝提案：增聘劉君怡專利師為第一屆第二任編

輯委員會委員，請討論。 

決議：通過。 

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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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稿文章字數以5,000字至20,000字為宜（不含註解），引註總字數請勿超過全

文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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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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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H. Maurer著，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2002年，40-50頁。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例如：Radbruch, Gustav,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S.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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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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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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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刊每年出版4期，分別在1月、4月、7月、10月出刊，請踴躍投稿。 

八、聯絡資訊： 

1.洽詢：本會幹事鄭小姐 02-2701-1990 

2.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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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二名編輯委員或

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並於收到稿件後三週內審畢。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編輯委員與審稿意見後，決定是否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

再送審、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並

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後，自中華民國99年2月11日起實施。 




